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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約伯與同行者 
 

這期間藍田堂的讀經計劃是一同看「約伯記」，這書卷的「文字」不難掌握，但要明白「文

意」卻十分困難。「約伯記」常常被看為講述「苦難」的書卷，但細心去看，當中沒有交代

人生苦難的源由，只描述了約伯的個人經驗，根本不能以這去推演出其他人的處境；而且

經文中交代到約伯最初的家庭及財富， 

1:2 他生了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1:3 他的家產有七千隻羊，三千匹駱駝，五百對牛，五百匹母驢，並有許多僕婢。這人在東

方人中為至大。 
 

與書卷最後描述到約伯的結局， 

42:12 這樣，耶和華後來賜福給約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萬四千隻羊，六千匹駱駝，一千

對牛，一千匹母驢。 

42:13 他也有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根本上就不能套用在任何人的身上，不然就成為沒有感情論述，令人驚駭！如果大家想多

去明白約伯記，推薦大家由 8 月 31 日起，細讀藍田堂臉書專頁的分享。 
 

在一次團契小組的查經上，對以下的經文特別深刻； 

6:14「灰心的人，他的朋友當以慈愛待他，因為他將離棄敬畏全能者的心。 

6:15 我的弟兄詭詐，好像河道，像溪水流過的河床， 

6:16 因結冰而混濁，有雪藏在其中， 

6:17 暖和的時候就溶化，炎熱時便從原處乾涸。 
 

約伯在不明的困苦中，同行者應該以慈愛待他，如旅客在旅途中不可少的水源，以至生命

可以延續。但現在同行的人給予他的對待，就像「寒冬」，把水結成了厚厚的冰層，無水可

取；本以為到暖和的天氣臨到時，冰就可變回水，但同行者就成為了「炎夏」，水即時的乾

涸。這是怎麼樣的朋友？趕盡殺絕！ 
 

約伯朋友的發言論點：惡人受罰、義人蒙福，這在聖經不同的書卷找到的說法嗎？為何經

文指出「「我的怒氣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作，因為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正

確。」(42:7、8) 
 

在傳統與反傳統的對話當中，會否帶出「順境與逆境的人生對話」？約伯記要我們思想

到，神在人生中所扮演的角色、主權，人當以怎樣的信心去學習甚麼是「以馬內利」神與

人同在？ 

 

陳志輝牧師  



 

 

2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一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四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51 篇 1-2、10 節 (舊約 809 頁) 眾立 

1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恩待我！ 

 按你豐盛的憐憫塗去我的過犯！ 

2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滌淨盡，潔除我的罪！ 

10 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3. 讚美：歌頌父神偉大權能 (生命聖詩 30 首) 眾立 

1 歌頌父神偉大權能，創造群山高峰； 

 擴展海洋遼闊無邊，佈置萬里晴空。 

 歌頌父神智慧安排，白天太陽光照， 

 夜月清輝聽祂命令，群星順服閃耀。 

2 歌頌上主無限美善，使地出產豐饒； 

 祂用言語造出萬物，被祂稱為美好。 

 上主所造無不奇妙，到處可以看見； 

 大地風光天空奇觀，證主大能無邊。 (間奏) 

3 一朵小花，一棵小樹，皆顯上主美榮； 

 黑雲滿佈，暴風吹起，都聽寶座命令。 

 萬物既從主得生命，父神必永眷顧； 

 天父子民無論何處，父神都必佑護。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清晨歌 (生命聖詩 493 首) 眾坐 

1 清早起來看，紅日出東方，雄壯像勇士，美好像新郎； 

 天高飛鳥過，地闊野花香；照我勤工作，天父有恩光。 

2 懇求聖天父，將我妥保存，行為能良善，顏色會和溫， 

 虛心教小輩，克己敬年尊，常常勤服務，表明天父恩。 

3 但願今天好，時刻靠耶穌，頭上青天在，心中惡念無， 

 樂得布衣暖，不嫌麥飯粗，千千萬萬事，樣樣主幫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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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19 篇 169-176 節 (舊約 895 頁) 

169 耶和華啊，願我的呼求達到你面前， 

  求你照你的話賜我悟性。 

170 願我的懇求達到你面前，求你照你的言語搭救我。 

171 願我的嘴唇發出讚美，因為你將律例教導我。 

172 願我的舌頭歌唱你的言語，因你一切的命令盡都公義。 

173 求你用你的手幫助我，因我選擇你的訓詞。 

174 耶和華啊，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是我的喜樂。 

175 願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讚美你！願你的典章幫助我！ 

176 我走迷了路如同失喪的羊，求你尋找你的僕人， 

  因我不忘記你的命令。 

 

路加福音 15 章 1-10 節 (新約 117 頁) 

1 許多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 

2 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 

 「這個人接納罪人，又同他們吃飯。」 

3 耶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 

4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其中的一隻， 

 不把這九十九隻留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 

5 找到了，他就歡歡喜喜地把羊扛在肩上。 

6 他回到家裏，請朋友和鄰舍來，對他們說： 

 『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我失去的羊已經找到了！』 

7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 

 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還大呢！」 

8 「同樣，哪一個婦人有十塊錢，若失落一塊，不點上燈， 

 打掃屋子，細細地找，直到找著呢？ 

9 找到了，她就請朋友和鄰舍來，對她們說： 

 『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我失落的那塊錢已經找到了！』 

10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神的使者也是這樣為他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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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天程客旅 (普天頌讚 703 首) 眾坐 

1 快樂的天程客旅，向上穩步前進， 

 有耶穌為你伴侶，有耶穌為首領。 

 倘像耶穌服侍人，雖辛勞仍歡欣； 

 倘像耶穌受飢餓，雖飢餓也高興。 

2 使你見主的堅信，使你渴慕的望， 

 使你忠主的熱愛，與祂甘苦共嘗。 

 那纏繞你的試探，那磨煉你的愁， 

 那千般萬樣引誘，到死便能罷休。 

3 萬般波折與苦困，究竟為何如此？ 

 是天上珍貴代價，從地登天之梯！ 

 快樂的天程客旅，舉目朝天仰望， 

 世間小小的磨折，將贏大大獎賞。 

8. 奉獻：Emmanuel (美樂頌 72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創世記 18 章 1-8 節 (舊約 21 頁) 眾坐 

1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裏向亞伯拉罕顯現。 

 天正熱的時候，亞伯拉罕坐在帳棚門口。 

2 他舉目觀看，看哪，有三個人站在他附近。 

 他一看見，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他們，俯伏在地， 

3 說：「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請不要離開你的僕人走過去。 

4 容我拿點水來，請你們洗腳，在樹下休息。 

5 既然你們來到僕人這裏了，我再拿點餅來， 

 讓你們恢復心力，然後再走。」 

 他們說：「就照你說的去做吧。」 

6 亞伯拉罕急忙進帳棚到撒拉那裏， 

 說：「你趕快拿三細亞細麵，揉麵做餅。」 

7 亞伯拉罕又跑到牛群裏，牽了一頭又嫩又好的牛犢來， 

 交給僕人，僕人就急忙去預備。 

8 亞伯拉罕取了乳酪和奶，以及預備好了的牛犢來， 

 擺在他們面前，自己在樹下站在旁邊，他們就吃了。 

10. 信息：超越理當如此的接待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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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應：全獻在壇上 (青年新歌 46 首) 眾立 

1 將所得都擺上，恩主，我聽見祢呼聲； 

 心想給主用，全給祢，必須甘心獻一切。** 

2 將所得都擺上，恩主，祢美意，我謹遵； 

 盼我宣講佳美喜訊，宣講恩主愛豐厚。 ** 

3 將所得都擺上，恩主，決意獻祢腳下； 

 於這生短暫時光裡，甘經風霜與苦困。 ** 
 
** 獻奉給祢，不留一點，祢曾為我，捨己犠牲； 

 美善旨意，盼我成志，恩主，今我只跟祢心意。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求賜平安 (普天頌讚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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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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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蘇遠泰博士 蘇遠泰博士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林湛基弟兄 林湛基弟兄

讀經: 陳　諾弟兄 甄志賢弟兄 陳　諾弟兄 邱頌詩姊妹 柯綽瑤姊妹 連卓鴻弟兄 柯綽瑤姊妹 鄧民亮弟兄

司琴: 陳雅媛姊妹 陳雅媛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文玉玲姊妹 周潔頤姊妹 林義妹姊妹 張頴明姊妹 張慧清姊妹 林耀尊弟兄

司事: 李翠碧姊妹 温美娟姊妹 盧惠旋姊妹 黃曉媚姊妹 黃寶強弟兄 黎蓮妹姊妹 譚建偉弟兄 何美蘭姊妹

當值: 黃翠屏姊妹 王月珊姊妹 余文耀執事 曾偉珩弟兄 朱麗程姊妹 沙韋琪姊妹 鄧民亮弟兄 余文耀執事

影音: 張淑敏姊妹 梁睿熙弟兄 許偉賢弟兄 鄭慧芝執事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黃曉媚姊妹 鍾穎嵐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陳　蓉姊妹 徐敏慧姊妹 蔡加德弟兄 葉蔓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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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珍寶姊妹 利珍寶姊妹 -　- -　-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　- -　-

讀經: 高　越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　- -　-

司事: 高正之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　- -　-

信實: 吳綺薇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吳綺薇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仁愛: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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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期第十五主日（綠）(9月18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四主日（綠）(9月11日) 

上週奉獻總數: $179,981 本月累積奉獻: $179,981  (包括發展及購堂: $10,200)

本週獻花: 何晉輝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109 主知名 200 *1110 主知名 2000 *1111 主知名 200 *1112 主知名 2000 *1113 主知名 10000
*1114 主知名 8200 *1115 主知名 1000 *1116 主知名 800 *1117 主知名 5000 *1118 主知名 5000
*1119 主知名 1300 F374 主知名 500 N086 主知名 2200 P895 主知名 200 Q357 主知名 10000
R662 主知名 2000 R769 主知名 200 R922 主知名 50 R930 主知名 500 R934 主知名 9000
R935 主知名 600 R936 主知名 1100 R977 主知名 3000 V629 主知名 650 V704 主知名 100

W003 主知名 500 W488 主知名 1000 W530 主知名 500 W741 主知名 10000 X526 主知名 500
X551 主知名 2000 X848 主知名 1000 X979 主知名 2500 Y089 主知名 6600 Y093 主知名 5000

Y094 主知名 2000 Y158 主知名 2000 Y213 主知名 6000 Y268 主知名 6000 Y268 主知名 1000
Y296 主知名 4000 Y314 主知名 1000 Y322 主知名 500 Y338 主知名 500 Y339 主知名 2200
Y344 主知名 2000 Y366 主知名 8700 Y379 主知名 1000 Y406 主知名 6000 Y408 主知名 600
Y409 主知名 1010 Y412 主知名 100 Y414 主知名 100 Y604 主知名 2000

慈惠 : *1119 主知名 600
感恩 : Q313 主知名 300 R922 主知名 50 R934 主知名 500 S340 主知名 100 T846 主知名 500

V704 主知名 100 W530 主知名 300 X360 主知名 3000 X527 主知名 300 X615 主知名 100
Y093 主知名 5000 Y158 主知名 1000 Y259 主知名 2000 Y363 主知名 1500 Y415 主知名 500

發展 : *1109 主知名 200 R889 主知名 10000
鮮花 : *1112 主知名 1000 R977 主知名 500
其他 : R033 主知名 3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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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香港神學院老師蘇遠泰博士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約伯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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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今天崇拜後進行本年事奉人員招募，請弟兄姊妹按聖靈感動

填妥表格放入收集箱或登入以下連結填寫，截止日期為 9 月

18 日下午 1 時。https://forms.gle/kETeffhDHDkNzJj38  

6) 以諾團將於 9 月 13 日(二)上午 10 時於本會禮堂舉辦講座，
主題為「長者家居安全」，講員為黃智傑先生(藍田循道衛理
樂齡鄰舍中心社工)，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參加。 

7) 執事會訂於 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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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將於 9 月 17 日（六）上午 10:00-

12:00 在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地址：九龍城馬頭涌道 135

號)舉行免費大型講座，由梅余秀嶽牧師、冼振鋒醫生主講，
題目：《病中扎記‧癌症休想打垮我！》，歡迎弟兄姊妹帶同親
友參加，本月之福蔭團契更改為參與是次講座。 

9) 本堂基督少年軍第 200 分隊將於 9 月 17 日（六）下午 2:30

至 4:30 舉行第十七周年立願禮，歡迎各弟兄姊妹及家長出
席，見證導師委身於基督少年軍的事奉，並分享隊員在分隊
的成長和進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kETeffhDHDkNzJj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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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兒童部於本年 9 月 25 日 (上午 10:30-11:20) 在本禮堂舉行兒
童主日學嘉許禮暨升班禮，屆時邀請本堂陳家興先生及李寶
玲老師分享見證。歡迎各位兒童主日學學生、家長、老師及
助教出席。可參閱張貼於圖書閣的海報有關詳情，如有查詢
請聯絡朱姑娘。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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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會友吳維邦弟兄安息禮定於 9 月 15 日晚上 7:30 在香港殯館

204 室舉行，9 月 16 日早上 10:00 在歌連臣角火葬場進行火

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13)黃浩恩弟兄之母親容鳳蓮女士於 9 月 6 日因病離世，現定於

10 月 5 日(三)下午 5:00 於國殯儀館三樓慈恩堂設靈，10 月 6

日(四)早上 9:00 乘車往火葬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