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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畢士大池 

 

大家每次在新聞片中看到有關耶路撒冷城的新聞有何感受？ 

 

這不是聖殿所在的地方，為何聖殿消失了 2 千年？這不是以色列人的聖城，為何現在成了

兩個民族不斷鬥爭的戰地？主後 2 千年的耶路撒冷，對於我們來說是民族爭鬥的地方，是

旅遊的地方，而不是敬拜的地方！聖殿本來所在地，現在是建成千多年的清真寺，這是否

比起耶穌的年代失色了？ 

 

在耶穌的年代，耶路撒冷的聖殿本來是敬拜神的地方，是禱告的殿，耶穌卻稱這地變成了

賊窩！當時的耶路撒冷城究竟是否充滿信仰的氣氛，當中的人民又在甚麼環境中，去實踐

信仰？ 

 

在約翰福音所記述的「第三個神蹟」，發生在畢士大池，經文有這樣的記述： 

5:2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池子，希伯來話叫畢士大，旁邊有五個柱廊； 

5:3 裏面躺著許多病人，有失明的、瘸腿的、癱瘓的。 

5:5 在那裏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 

5:6 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他病了很久，就問他：「你要痊癒嗎？」 

5:7 病人回答他：「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裏；我正要去的時候，別人比

我先下去了。」 

 
大家可知這池子有醫治的傳聞是來自外邦的信仰，池子也是外邦神廟的一部份，與猶太人

所信的耶和華神全無關係。所以這病了 38 年的人，一直在期待外邦的信仰來醫治自己，改

變自己的人生。當這病人被治好後，猶太人竟然指出他犯了安息日的規條，是不合法的；

即這人就是猶太人，理應是相信耶和華神。大家留意到諷刺的地方嗎？一位病了的猶太

人，原來一直等待得到外邦神明的醫治，之後他可以重回猶太人的社區生活，不會被視為

宗教上的不潔。即在耶穌的年代，耶路撒冷的居民，在自己的信仰外，同時相信假神，甚

至尋求假神的幫助，這是一個怎樣的「聖城」？ 

 

約翰福音特別記述這「第三個神蹟」有何用意？這第 3 個「記號」，如何成為當時的信

徒，與及今日信徒的提醒？我們信仰生活中，有沒有要治好的「病」？我們又正等待著

「誰」醫好自己呢？在不信的世代中，信徒難免被不同的信仰、信念影響著自己，如何

不迷信？如何最終只是倚靠神，是我們一生要努力的地方，也是約翰福音提醒我們要有

的「記號」。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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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七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期第六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阿摩司書 8 章 11 節 (舊約 1376 頁) 眾立 

「看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 

 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而是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3. 讚美：快樂崇拜 (生命聖詩 22 首) 眾立 

1 快樂，快樂，我們崇拜榮耀慈愛大主宰； 

 心靈開啟在主面前，如同花朵向日開。 

 愁霧疑雲，罪惡憂驚，懇求救主盡除清， 

 萬福之源，永樂之主，求賜光明滿我靈。 

2 環繞主座萬物同歡，天地反映主榮光； 

 天使，星宿繞主歌唱，不住崇拜永頌揚； 

 四野森林，低谷高山，青翠草原及海洋， 

 清歌小鳥，輕注流泉，喚醒我們同歡唱。 

3 主願給予，主喜赦罪，永受祝頌永施恩； 

 主是生活喜樂源頭，賜人安息海般深； 

 神是父親，基督是兄，愛中生活皆主民； 

 求教我們相愛相親，同享神聖大歡欣。    (間奏) 

4 晨星引起偉大歌聲，普世萬民都響應； 

 天父慈愛統治我們，弟兄友愛繫人群； 

 一同前進，歌唱不停，忠勇爭戰勝利軍； 

 歡欣樂曲，導向光明，同唱凱歌慶永生。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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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這是天父世界 (生命聖詩 512 首) 眾坐 

1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側耳靜聽， 

 宇宙唱歌，四圍響應，星辰作樂同聲。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 

 花草樹木，穹蒼碧海，述說天父奇能！ 

2 這是天父世界，群鳥歡唱齊嗚， 

 清晨明亮，百花美麗，證明創造精深。 

 這是天父世界，祂愛普及萬千， 

 風吹草聲，知祂經過，隨處能聽祂言。 

3 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遺忘， 

 黑暗勢力雖然猖狂，天父卻仍作王。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 

 天父是王，宇宙同唱，祂治萬國萬方。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27 篇 7-14 節 (舊約 781 頁) 

7 耶和華啊，我呼求的時候，求你垂聽我的聲音； 

 求你憐憫我，應允我。 

8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 

 那時我的心向你說：「耶和華啊，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9 求你不要轉臉不顧我，不要發怒趕逐你的僕人， 

 你向來是幫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離開我，也不要撇棄我。 

10 即使我的父母撇棄我，耶和華終必收留我。 

11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 

 因我仇敵的緣故引導我走平坦的路。 

12 求你不要把我交給敵人，遂其所願； 

 因為妄作見證的和口吐凶言的都起來攻擊我。 

13 我深信在活人之地必得見耶和華的恩惠。 

14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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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1 章 21-29 節 (新約 308 頁) 

21 從前你們與神隔絕，心思上與他為敵，行為邪惡； 
22 但如今，他藉著他兒子肉身的死，已經使你們與他自己和好了，
 把你們獻在他的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無可指責。 
23 只要你們持守信仰，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致動搖， 

 離開了你們從前所聽見的福音的盼望； 
 這福音也是傳給天下一切被造之物的， 
 我—保羅作了這福音的僕役。 

24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很快樂； 
 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 
 我要在自己的肉身上補滿基督未盡的苦難。 
25 我照神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作了教會的僕役， 
 要把神的道傳得完滿； 
26 這道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祕，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了。
27 神要讓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得榮耀的盼望。 
28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獻上。 
29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 

7. 詩班獻詩：上主是我亮光 (安息禮拜用詩 2 頁) 眾坐 

** 上主─我亮光與我的拯救， 
 何人能使我懼怕？何事能使我懼怕？ 
 
1 上主─我真光、我幫助，豈有可懼？ 

上主─我生命山寨、高臺，豈有人前退後？  ** 
2 有一事主前誠心祈求， 

一生一世願居住在主神的殿，瞻主榮美威儀。 ** 
3 我深信在活人之地得見上主， 

施恩惠、憐恤、應允禱告； 
要等候主，堅心信靠，當等候主！      ** 

8. 奉獻：當轉眼仰望耶穌 (生命聖詩 293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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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經文：使徒行傳 3 章 1-10 節 (新約 182 頁) 眾坐 

1 下午三點鐘禱告的時候，彼得和約翰上聖殿去。 
2 一個從母腹裏就是瘸腿的人正被人抬來， 
 他們天天把他放在聖殿的一個叫美門的門口， 
 求進聖殿的人施捨。 
3 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聖殿，就求他們施捨。 
4 彼得和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看著我們！」 
5 那人就注目看他們，指望從他們得著甚麼。 
6 彼得卻說：「金銀我都沒有，但我把我有的給你： 
 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起來行走！」 
7 於是彼得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踝骨立刻健壯了，
8 就跳起來，站著，又開始行走。 
 他跟他們進了聖殿，邊走邊跳，讚美神。 
9 百姓都看見他又行走，又讚美神， 
10 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聖殿的美門口求人施捨的， 
 就因他所遇到的事滿心驚訝詫異。 

10. 信息：金銀我都沒有 眾坐 

11. 回應：主看顧麼 (青年新 12 首) 眾立 

1 當心深處，苦楚傷透盡，不可快樂唱歌歡欣， 
 重擔壓心間，憂苦常增加，恩主祂是否會看顧？ ** 
2 黑暗遮敝，不清楚去路，深感莫名惶恐驚慌； 
 白晝已遠去，夜幕沉深深，恩主祂是否真看顧？ ** 
3 奮力誓言一心抵誘惑，怎知卻仍常遭挫敗； 
 後悔極憂傷，淚盡流不乾，恩主祂是否會看顧？ ** 
 
** 深知我主看顧憐憫；又憐恤關懷痛苦； 
 在白晝心擔憂，夜闌又淒楚，深知救主看顧。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In Thee is Gladness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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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黃敬熙先生 黃敬熙先生

主席: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連卓鴻弟兄 陳卓欣姊妹 呂潔儀姊妹 連思樺姊妹 麥淑容姊妹 連思樺姊妹 黃翰濤弟兄

司琴: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潘裕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梁銘章弟兄 林文蓮姊妹 黃盛霞姊妹 陳惠霞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文玉玲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李翠碧姊妹 李笑歡姊妹 周家揚弟兄 陳詩韻姊妹 黃寶強弟兄 辛列卿姊妹 邱頌詩姊妹 盧麗銀姊妹

當值: 葉德誠弟兄 黃翠屏姊妹 呂君達執事 楊彼得弟兄 沙韋琪姊妹 朱麗程姊妹 曾建恆弟兄 黃香娣姊妹

影音: 陳志立弟兄 林秋霞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呂進雄弟兄 鄭慧芝執事

執事: 陳永祐執事 黃佩貞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林義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　- -　-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　- -　- 韋樂恩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司事: -　- -　- 鍾溢恩 林祉瑤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温柔: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七主日（綠）(7月24日) 聖靈降臨期第六主日（綠）(7月17日) 

上週奉獻總數: $142,655 本月累積奉獻: $288,288  (包括發展及購堂: $20,600)

本週獻花: 鍾禮文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047 主知名 12800 *1048 主知名 200 *1049 主知名 4000 *1051 主知名 500 *1052 主知名 2000
*1053 主知名 200 *1054 主知名 20000 *1055 主知名 1700 *1056 主知名 4000 *1057 主知名 20000
F363 主知名 500 F955 主知名 1500 F960 主知名 11730 F962 主知名 200 I032 主知名 2000
P899 主知名 200 S118 主知名 1000 U022 主知名 1500 U023 主知名 100 U028 主知名 10000
V144 主知名 3300 V145 主知名 100 V169 主知名 3500 V628 主知名 650 V699 主知名 500
V725 主知名 1300 V777 主知名 3000 W837 主知名 100 W969 主知名 500 X528 主知名 500
X723 主知名 2000 X780 主知名 1000 X881 主知名 2500 Y214 主知名 500 Y274 主知名 1000

Y356 主知名 100 Y371 主知名 500 Y373 主知名 500
慈惠 : V725 主知名 600 X881 主知名 100
感恩 : *1056 主知名 2000 F961 主知名 3000 P803 主知名 113 T864 主知名 200 T906 主知名 1000

V146 主知名 500 V777 主知名 1000 W563 主知名 500 W969 主知名 500 Y188 主知名 200
發展 : *1048 主知名 200 U025 主知名 6000 V168 主知名 4000 W068 主知名 200
教育 : X881 主知名 1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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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

與本堂聚會。 

2)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牧同工有效

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網上讀經計劃《以西結書》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

載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在

生活中實踐。 

4) 執事會訂於 7 月 21 日(四) 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

時間，並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5)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6) 2022 年新一季的成人聖經課程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參加的

弟兄姊妹請於 21/7(三)或以前提交電子報名表。上課時間及

形式可能會因防疫措施改變而有變動。 

7) 幹事丘嘉敏姊妹已於 7 月 16 日離任，感謝丘姊妹一直來的事

奉。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時間

及形式 

報名連結 

成人- 進階聖經

課程【「無論是

希臘人、未開化

的人」--適切時

代的讀經法】 

讀經是信徒成長的重要經驗，不過要

從中得到益處就不容易了，由於文

化、時代差異，加上神學的理念，使

我們難於掌握聖經的豐盛，本課程目

的乃幫助信徒更有效讀經。 

麥志成牧師 7 月 31 日(日)開

課，逢星期日早

上 10:30 - 11:15  

(共 8 堂)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
.gle/vjVUBY4
hWgPtjHGy6  

成人-初級(週二

網上聖經課程)- 

【心累了怎麼

辦？】 

 

與學員從心理及靈性的角度探討心累

背後的成因，並帶學員從信仰角度，

藉相關經文反思心累的出路，學習躺

下與起來的屬靈功課。  

江慕慈姑娘 7 月 26 日 (二) 

開課，逢星期二

晚上 

8:30 - 9:30 
(共 6 堂)  

形式：網上上課 

https://forms
.gle/Yv4DryAi
KGuf5mef8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bit.ly/3Ni8qhX
https://forms.gle/vjVUBY4hWgPtjHGy6
https://forms.gle/vjVUBY4hWgPtjHGy6
https://forms.gle/vjVUBY4hWgPtjHGy6
https://forms.gle/Yv4DryAiKGuf5mef8
https://forms.gle/Yv4DryAiKGuf5mef8
https://forms.gle/Yv4DryAiKGuf5mef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