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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難解的經文 
 

不知大家每次讀到以下的經文時，會否都帶著疑問？ 

在審判的時候，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人的罪，因為她從地極而來，要聽所

羅門智慧的話。看哪，比所羅門更大的在這裏！(路加福音 11:31) 
 

為何耶穌回應文士及法利賽人要自己顯神蹟時，有這樣回應？ 
 

耶穌先提及「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了。」 

我們較易掌握約拿書的訊息，約拿 3 日在魚腹中，可以聯想到耶穌 3 天後復活，而

罪惡已達神面前的尼尼微城，現在因為約拿的宣告，全城的悔改，比對於曾接觸或

聽聞耶穌的人，如果仍然不信，有點說不過去。但為何「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

代的罪」？這南方女王應該是指到在舊約聖經列王紀上 10 章提及的示巴女王，這

女王與日後世人面對審判有甚麼關連呢？ 
 

在 8 月 2 日晚上港九培靈研經會的奮興會中，講者鮑維均牧師對所羅門的講解中，

提及新約的路加福音及列王紀上的經文，講者帶出一種思想的角度，在列王紀上 10: 

6-9 

6 她對王說：「我在本國所聽到的話，論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是真的！ 

7 我本來不信那些話，及至我來親眼看見了，看哪，人所告訴我的還不到一半，你

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超過我所聽見的傳聞。 

8 你的人是有福的！你這些僕人常侍立在你面前、聽你智慧的話是有福的！ 

9 耶和華－你的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喜愛你，使你坐以色列的王位，因為他永遠愛

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義。」 
 

如果這是神用她的口去提醒所羅門，他擁有神的智慧，所羅門就要以神的智慧實踐

出「秉公行義」。這幾節經文，就是對所羅門發出的要求，也是神審判的準則。示

巴女王作為外邦國王的代表，也因為所羅門王擁有從神而來的智慧而相信，「比所

羅門更大的」神兒子耶穌，已直接作出宣講，仍然不信的人就當被定罪。 
 

每當嘗試明白新、舊聖經，總會遇到難解的經文，我們可以把不明白的地方存在心

裡，在日後留心每次聽到的講道、查考聖經、或信仰書藉的閱讀中，可以接觸到新

的見解，讓我們明白更多、更深。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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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四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82 篇 1、8 節 (舊約 845 頁) 眾立 

1 神站立在神聖的會中，在諸神中施行審判。 
8 神啊，求你起來審判全地，因為你必得萬國為業。 

3. 讚美：三一來臨 (普天頌讚 3 首) 眾立 

1 懇求聖父來臨！容我讚美主名，高歌尊崇！ 
 惟主無上尊榮，惟主完全得勝，求主統治我們，亙古真神！ 
2 懇求聖子來臨！顯祢利劍大能，側耳俯聽！ 
 賜福施恩子民，聖道振興顯明，頒賜正義公平，救主良朋！ 
3 懇求聖靈來臨！顯出神聖見證，感化眾人！ 
 惟主至尊全能，懇求統治眾心，永不離開我們，大能聖靈！ 
 (間奏) 
4 聖父、聖子、聖靈當受萬民頌稱，永世無窮！ 
 但願榮耀座前歡然瞻仰聖明，愛慕尊崇敬獻，直到永恆。阿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你當無懼，樂歡欣 (普天頌讚 87 首) 眾坐 

** 你當無懼，樂歡欣！大工已竣，主恩顯。 
 神傾倒祂聖靈潤澤生命，宣認主名恩福盈。 
 
1 看！果樹含苞花，葡萄枝上掛，麥田滿佈金黃禾稼。 
 豐收成，多美好，快快備鐮刀，主降恩霖，愛比天高！ ** 
2 赴盛筵，享和睦，飢餓能飽足，玉液天來滿載真福。 
 厚恩施眾後嗣，飲生命活泉，永屬上主，聖名同尊！  ** 
3 眾子民意常新，認識主真神，羞慚盡消，靠賴主恩。 
 神聖靈召眾民，重聚享天恩，指引真道，帶領前行。  ** 
4 天國後嗣愛中結合相繫連，世界之光，仁愛之源。 
 聖天父降深恩，生命賜世人，聖言真道釋放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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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19 篇 81-88 節 (舊約 890 頁) 

81 我渴想你的救恩身心耗盡，我仰望你的話。 
82 我因渴望你的話眼睛失明，說：「你何時安慰我呢？」 
83 我雖像煙薰的皮囊，卻不忘記你的律例。 
84 你僕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你幾時向迫害我的人施行審判呢？ 
85 不順從你律法的驕傲人為我掘了坑。 
86 你的命令盡都信實；他們無理迫害我，求你幫助我！ 
87 他們幾乎把我從世上除滅；但我沒有離棄你的訓詞。 
88 求你照你的慈愛將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路加福音 12 章 49-53 節 (新約 113 頁) 

49 「我來是要把火丟在地上，假如已經燒起來， 
不也是我所希望的嗎？ 

50 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受，在這事完成之前， 
我是多麼地焦急！ 

51 你們以為我來是要使地上太平嗎？不！ 
我告訴你們，是使人紛爭。 

52 從今以後，一家五個人將要紛爭， 
三個和兩個相爭，兩個和三個相爭： 

53 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 
母親和女兒相爭，女兒和母親相爭； 
婆婆和媳婦相爭，媳婦和婆婆相爭。」 

7. 詩班獻詩：主道教誨得生 (普天頌讚詩 119 b 首) 眾坐 

1 全能的天父，祢一切法度帶給祢子女醫治與恩福。 
 信徒能遵守，定必得安慰。 
2 每天受訓誨，正像主門徒。每條主律例，堅立且永固。 
 祢應許信實，祢赦宥寬宏。 
3 慈悲的真神！求祢親引導。少年人行為，怎樣保聖潔？ 
 主啟迪訓誨乃答案、珍寶。 
4 知悉主判語，萬國齊歡呼。謹守主誡命，走近主國度。 
 律法示自由─生命真釋放。 
5 每早細心聽，時刻遵主言。求勿離棄我，黑夜候主聲。 
 主，開我眼目，繼續導我行。 
6 主清晰訓詞修正我妄情。止息我反叛，速臨施救拯。 
 全能救贖主，扶我至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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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救世主聖靈曾賜我聖言。當我受試探，信心得操練。 
 若非主幫助，我必至沉淪。 
8 主道路得勝，我道卻虛渺。主─奇妙策士，主乃我智慧。 
 主聖言教導，我必定遵從。 

8. 奉獻：上主被尊崇 (世紀頌讚 312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以賽亞書 58 章 1-14 節 (舊約 1096 頁) 眾坐 

1 你要大聲喊叫，不要停止；要揚聲，好像吹角； 
 向我的百姓宣告他們的過犯，向雅各家陳述他們的罪惡。 
2 他們天天尋求我，樂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義的國家， 
 未離棄它的神的典章；他們向我求問公義的判詞，喜悅親近神。 
3 「我們禁食，你為何不看呢？ 
 我們刻苦己心，你為何不理會呢？」 
 看哪，你們禁食的時候仍追求私利， 
 剝削為你們做苦工的人。 
4 看哪，你們禁食，卻起紛爭興訟，以兇惡的拳頭打人。 
 你們今日這種禁食無法使你們的聲音聽聞於高處。 
5 這豈是我所要的禁食，為人所用以刻苦己心的日子嗎？ 
 我難道只是叫人如蘆葦般低頭，鋪上麻布和灰燼嗎？ 
 你能稱此為禁食，為耶和華所悅納的日子嗎？ 
6 我所要的禁食，豈不是要你鬆開兇惡的繩， 
 解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嗎？ 
7 豈不是要你把食物分給飢餓的人，將流浪的窮人接到家中， 
 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而不隱藏自己避開你的骨肉嗎？ 
8 這樣，必有光如晨光破曉照耀你，你也要快快得到醫治； 
 你的公義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 
9 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你呼求，他必說：「我在這裏。」 
 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和指摘人的指頭，並發惡言的事， 
10 向飢餓的人施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 
 你在黑暗中就必得著光明，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 
11 耶和華必時常引導你， 
 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又使你骨頭強壯。 
 你必如有水澆灌的園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 
12 你們中間必有人起來修造久已荒廢之處， 
 立起代代相承的根基。 

 你必稱為修補裂痕的，和重修路徑給人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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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若禁止自己的腳踐踏安息日， 
 不在我的聖日做自己高興的事，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 
 稱耶和華的聖日為「可尊重的」，尊敬這日， 
 不走自己的道路，不求自己的喜悅，也不隨意說話； 
14 那麼，你就會以耶和華為樂。 

 耶和華要使你乘駕於地的高處， 
 又要以你祖先雅各的產業養育你； 
 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10. 信息：做個「真」基督徒 眾坐 

11. 回應：信靠順服 (生命聖詩 287 首) 眾立 

1 在主真道光中，我與救主同行， 
 何等榮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 
 主肯與我同行，信靠順服，主必肯同行。        ** 
2 沒有黑影遮蔽，也無雲霧迷漫，因主笑容使雲霧消散； 
 沒有疑惑畏懼，沒有眼淚憂慮，信靠順服，憂懼自消除。  ** 
3 除非我將一切奉獻救主腳前，主豐滿慈愛才能體驗； 
 因主一切恩惠，一切喜樂榮美，乃為信靠順服者預備。  ** 
4 我願在主腳前，享主團契甘甜，行走天路常在主身邊； 
 主吩咐即聽命，主差遣就遵行，信靠順服必永無憂驚。  ** 
 
** 信靠順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裏喜樂，只要信靠順服。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自耶穌來往在我心 (生命聖詩 419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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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

司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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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麥浩澄實習傳道 麥浩澄實習傳道 何執娣傳道 何執娣傳道

主席: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讀經: 林洛琛弟兄 賴文湘姊妹 林洛琛弟兄 邱頌詩姊妹 周鈺貽姊妹 李燕怡姊妹 周鈺貽姊妹 梁麗珠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招待: 趙惠蘭姊妹 趙潔儀姊妹 葉翠蓮姊妹 梁文耀弟兄 鄭倩雲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盛霞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廖文華弟兄 黎蓮妹姊妹 盧惠旋姊妹 黎鳳英姊妹 鄧愛賢姊妹 呂玉潔姊妹 呂進雄弟兄 陳翠珍姊妹

當值: 麥淑容姊妹 張錦雲姊妹 余文耀執事 鄧民亮弟兄 高燕萍姊妹 張漢榮弟兄 林志剛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張淑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黃曉媚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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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麗姊妹 徐敏慧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二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　- -　-

司琴: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　- -　-

讀經: 梁穎童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　- -　-

司事: 陳頌諾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　- -　-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林曉潼姊妹 朱美儀姑娘 麥浩澄弟兄 林曉潼姊妹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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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一主日（綠）(8月21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主日（綠）(8月14日) 

上週奉獻總數: $296,487 本月累積奉獻: $296,487  (包括發展及購堂: $1,935)

本週獻花: 余智康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076 主知名 200 *1077 主知名 1300 *1078 主知名 4000 *1079 主知名 200 *1080 主知名 50000
*1081 主知名 12800 *1082 主知名 800 *1083 主知名 1000 *1084 主知名 6000 *1085 主知名 2000
*1086 主知名 8200 *1087 主知名 50000 *1088 主知名 3400 *1089 主知名 38000 *1090 主知名 3200
*1091 主知名 5000 *1092 主知名 4000 F882 主知名 1100 F887 主知名 400 F892 主知名 3000
M691 主知名 100 M691 主知名 100 R663 主知名 2000 R747 主知名 3500 R894 主知名 200
R919 主知名 11730 R923 主知名 1000 R924 主知名 3366 R925 主知名 2000 R926 主知名 200
R927 主知名 500 R928 主知名 1000 R937 主知名 10000 R939 主知名 1000 R944 主知名 2000

R945 主知名 500 R946 主知名 500 R983 主知名 3000 U992 主知名 1000 W002 主知名 500
W531 主知名 500 W730 主知名 2200 W740 主知名 10000 W834 主知名 100 X211 主知名 500
X429 主知名 2000 X776 主知名 3000 X801 主知名 300 X840 主知名 1000 X982 主知名 2500
Y030 主知名 6000 Y147 主知名 1000 Y208 主知名 500 Y293 主知名 100 Y452 主知名 4000

慈惠 : *1077 主知名 500 M691 主知名 200 Y452 主知名 1300
感恩 : *1092 主知名 2000 C216 主知名 1000 M691 主知名 200 P198 主知名 1000 Q308 主知名 300

R925 主知名 1000 T853 主知名 500 T908 主知名 1000 W209 主知名 1000 W531 主知名 300
W834 主知名 100 X732 主知名 3000 Y293 主知名 100

發展 : *1076 主知名 200 F872 主知名 125 F872 主知名 400 F877 主知名 1000 M691 主知名 210
鮮花 : *1081 主知名 800 Y157 主知名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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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培養藍田堂青少年之間的團隊合作，加強弟兄姊妹之間的關

係，青少年部將於 8 月 19 日(五)舉辦「青少年團隊合作及領袖

訓練射擊工作坊」，歡迎就讀中學至大專弟兄姊妹參加。時間：

下午 1:45 至晚上 7:00，地點：油塘四山街 22 號美塘工業大廈

4 樓（射擊工作室 S.W.S）。參加費用為每位$100，名額 20 人，

先報先得。現已開始接受報名，如有興趣請用以下連結報名並

繳交費用，今日截止報名。https://forms.gle/4KhF3HxTutyMhuat7  

5) 請已報名參加本年兒童暑期聖經班「Big Big Hero 小精兵」之

兒童，請於明天上午 8:45 到達藍田堂，並穿著輕便運動服飾及

波鞋、配戴口罩、自携飲用水樽及在家中完成快速測試才出席

聖經班，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3469681 向朱姑娘查詢詳情。 

6) 執事會訂於 8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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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半職幹事，負責辧公室行政及會計工作，處

理收支賬目，一般文書工作及辦公室行政事務，簡報製作及支

援堂會日常運作，須週六、日當值。應徵者須具備 LCCI 中級

或以上的會計資歷及一般文書工作經驗、熟悉電腦中文 輸入法、

主動盡責、善於溝通、重團隊精神。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

本堂，並可向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4KhF3HxTutyMhuat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