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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送給看見月缺的人 

 

早前的中秋節，問候一位剛到外國過新生活的朋友。我問：「那邊的月亮漂亮嘛？」

她說怎看也是香港的月亮又大又圓又靚。我告訴她之後幾年的中秋節，她會看見兩個

月亮，一個用眼欣賞，一個放在心中。 

 

無論你在香港或外地，你看見的月亮又怎樣呢？或許隨著我們與家人或親友的距離和

對他們的掛念，時圓時缺。 

 

家，若是繫於關係， 我們都只是一直漂流和寄居。因為人世間的每個關係，時刻都在

變化，我們也只能不斷遷移和適應。那一天才可以安頓下來呢？蘇軾說「此心安處是

吾鄉」，但我們如何才能好好安放自己的心呢？過遊牧生活的亞伯拉罕會告訴你，每

到一處都為耶和華築一座壇，並以祂的應許為依歸。曾在外地成長，老年漂流曠野的

摩西會告訴你，讓上帝的召命帶著你走。而希伯來書的作者就會說：「我們有兩個家，

一個在地上 ，一個在天上。盼望天上的家，以信在地上過客旅人生，何處也是家。」 

客旅嘛，就是要常常整理行囊，帶著過去的愛和祝福，並艱辛而得的老練和屬靈體會，

昂首邁向未來。終極目的地，就是主親自為我們預備的家。祂還會和我們久別重逢的

親人和朋友一同前來接機呢！ 

 

聚散有時，我們學會各種的聚散也有時。願各位看見月缺的弟兄姊妹，心裏因著主的

應許，慢慢填滿內心缺了的那一塊。 

暗夜的月亮，無論是否圓滿，都有一種獨特的美！全因這是從天上來，也因著我們用

心去看。 

 
 

 

 

 

 

 

 

 

 

 

 

。 

江慕慈傳道  

13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

遠處觀望，且歡喜迎接。他們承認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

寄居的。14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尋找一個家鄉。15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回去的機會。16 其實他們

所羨慕的是一個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鄉。所以，神並

不因他們稱他為神而覺得羞恥，因為他已經為他們預備了

一座城。(希伯來書十一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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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期第十六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03 篇 19-20 節 (舊約 866 頁) 眾立 

19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國統管萬有。 

20 聽從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啊， 

 你們都要稱頌耶和華！ 

3. 讚美：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眾立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  ** 
 
**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與神共行 眾坐 

1 心坎深處聽到主溫暖呼聲召喚，是父上帝恩慈的呼聲， 

 祂叮囑我順服委身，要撇棄惡行，路上盡見凱旋、喜樂透。 ** 

2 此間所有虛空宴樂，似過眼浮雲，光采漸暗，不能牽我心， 

 今只想走天家旅程，獻此生為神，萬事願靠主靈親導引。 ** 

3 一天安抵天家，一切重擔得卸下，祂召喚我，使我心感恩， 

 忠心跟主，得賞冠冕，得永遠產業，歡欣樂唱不停，心頌讚。 ** 
 

** 浮華撇下，與神並肩雙偕，與神共行，在神福杯滿溢， 

   無悔決定，踐行美好旨意，我要與祂，一起踏上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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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阿摩司書 6 章 1-7 節 (舊約 1373 頁) 

1 「那在錫安安逸，在撒瑪利亞山安穩， 

 為列國之首，具有名望，且為以色列家所歸向的，有禍了！ 

2 你們要過到甲尼察看，從那裏往哈馬大城去， 

 又下到非利士人的迦特，你們比這些國更好嗎？ 

 或是他們的疆界比你們的疆界廣大呢？ 

3 你們以為降禍的日子尚遠，卻使殘暴的統治臨近。 

4 「那些躺臥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的， 

 吃群中的羔羊和棚裏的牛犢。 

5 他們以琴瑟逍遙歌唱，為自己作曲，像大衛一樣； 

6 以大碗喝酒，用上等油抹身，卻不為約瑟所受的苦難憂傷； 

7 所以，現在這些人必首先被擄，逍遙的歡宴必消失。」 

 

提摩太前書 3 章 1-13 節 (新約 324 頁) 

1 「若有人想望監督的職分，他是在羨慕一件好事」， 

 這話是可信的。 

2 監督必須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有節制、克己、端正，樂意接待外人，善於教導， 

3 不酗酒，不打人；要溫和，不好鬥，不貪財。 

4 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順服，凡事莊重。 

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6 剛信主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 

 落在魔鬼所受的懲罰裏。 

7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免得被人毀謗， 

 落在魔鬼的羅網裏。 

8 同樣，執事也必須莊重，不一口兩舌，不好酒，不貪不義之財；
9 要存清白的良心固守信仰的奧祕。 

10 這些人也要先受考驗，若沒有可責之處，才讓他們作執事。 

11 同樣，女執事 也必須莊重，不說閒話，有節制，凡事忠心。
12 執事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要好好管兒女和自己的家。 

13 因為善於作執事的，為自己得到美好的地位， 

 並且無懼地堅信在基督耶穌裏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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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上主豐盛有仁慈 眾坐 

1 我在心靈深淵求告、等候上主；求祢側耳聽我聲音！ 

  上主豐盛，有慈仁與救恩，祂恩惠醫癒心靈。 

2 上主愛何深！祢竟不追討我罪，緃失敗祢皆樂恕饒。 

會眾：上主豐盛，有慈仁與救恩，祂恩惠醫癒心靈。 

 3 信靠、等候主，我心仰望祢的話，如守夜者等候天明！ 

會眾：上主豐盛，有慈仁與救恩，祂恩惠醫癒心靈。 

 4 子民以信等候上主，必讚美祂！因祂必釋放、救贖！ 

會眾：上主豐盛，有慈仁與救恩，祂恩惠醫癒心靈。 

8. 奉獻：求主鑒察 (生命聖詩 394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6 章 16-21 節 (新約 148 頁) 眾坐 

16 到了晚上，他的門徒下到海邊， 

17 上了船，要過海往迦百農去。 

 天已經黑了，耶穌還沒有來到他們那裏。 

18 忽然狂風大作，海浪翻騰。 

19 門徒搖櫓，約行了十里多，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走， 

 漸漸靠近了船，他們就害怕。 

20 耶穌對他們說：「是我，不要怕！」 

21 門徒就欣然接他上船，船立刻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10. 信息：過紅海與在水面行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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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應：天上陽光 (青年新歌 49 首) 眾立 

1 全段客旅充滿著陽光；遍幽谷深處，跨山過崗； 

 良牧說：「我必不遺忘你。」救主所應許永不摒棄。  ** 

2 浮幻片片，幽影縱萬千，卻不可掩蓋，恩主引牽； 

 除盡晦暗，因祂乃榮光，靠緊祂共行，走這一趟。  **(間奏) 

3 昂步向往，天家裡寧居，永欣喜歡暢，曦光暖煦； 

 無盡讚美，不休歇吟歌，愛的光普照，我今走過。  ** 
 
** 似瞥見天國，日照般燦爛；真光湧心內，輝映無限； 

 哈利路亞，今高唱樂歌，獻心中稱讚，救主歸我。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Prelude in F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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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講員: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何美寶傳道 何美寶傳道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讀經: 連思樺姊妹 麥淑容姊妹 連思樺姊妹 蔡小鳳 姊妹 陳卓欣姊妹 陳朝發弟兄 陳卓欣姊妹 呂潔儀姊妹

司琴: 甄樂陶弟兄 潘裕文姊妹 甄樂陶弟兄 潘裕文姊妹 陳雅媛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區惠娟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惠霞姊妹 李淑蓮姊妹 趙惠蘭姊妹 趙潔儀姊妹 葉翠蓮姊妹 梁文耀弟兄

司事: 柯思敏姊妹 何少鳯姊妹 李思敏姊妹 邱頌詩姊妹 廖文華弟兄 張滿嬌姊妹 周家楊 譚慧冰姊妹

當值: 鍾志堯弟兄 溫燕玲姊妹 余文耀執事 黃香娣姊妹 張錦雲姊妹 馬君蕙姊妹 鄧民亮弟兄 方艾洲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李芷珊姊妹 陳國榮弟兄 夏麗婷姊妹 葉德誠弟兄 林秋霞姊妹 黃曉媚姊妹 鍾穎嵐姊妹

執事: 呂君達執事 蔡頴鈞執事 陳貽添執事

插花/司數: 錢惠如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楊婉芳姊妹 林月娥姊妹 蔡加德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朱美儀傳道 朱美儀傳道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司琴: 余泳恩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讀經: 梁穎童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韋樂恩小朋友 李旻諺小朋友

司事: 陳頌諾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陳頌妍小朋友 陳沛翹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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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 何執娣傳道 林溢敏姊妹 利珍寶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羅藹誼傳道 周寶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仁愛: 羅藹誼傳道 周寶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聖靈降臨期第十七主日（綠）(10月2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十六主日（綠）(9月25日) 

主日職事人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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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總數: $147,701 本月累積奉獻: $425,115  (包括發展及購堂: $10,800)

本週獻花: 黃盛霞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129 主知名 200 *1130 主知名 500 *1131 主知名 2000 *1132 主知名 4000 *1133 主知名 2000
*1134 主知名 200 P750 主知名 2000 R774 主知名 13192 R775 主知名 1800 R776 主知名 301
R777 主知名 501 R778 主知名 86398 R779 主知名 1000 R940 主知名 100 U629 主知名 1000
V366 主知名 500 V779 主知名 3000 X320 主知名 3000 Y323 主知名 500 Y486 主知名 100
Y582 主知名 1000 Y583 主知名 500 Y584 主知名 1000 Y590 主知名 500 Y608 主知名 4000

感恩 : R940 主知名 100 T848 主知名 500 U629 主知名 1000 V779 主知名 1000 Y411 主知名 500
Y487 主知名 1000 Y581 主知名 500 Y583 主知名 500 Y584 主知名 1000 Y585 主知名 500

發展 : *1134 主知名 200
教育 : V731 主知名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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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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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馬利亞團將於 9 月 29 日(四)上午 9:30 於本會禮堂舉辦婦女講

座，主題為「預防肌肉流失」，由衛生署健康外展隊呂倩雯姑

娘主講，歡迎有興趣的姊妹參加。 

5) 2022 年新一季青成主日學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參加的弟兄

姊妹請於 10 月 9 日(日)或以前提交電子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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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尼希
米給今天教
會重建的啟
示】 

這幾年教會經歷打擊，如何著手重建？尼希米帶領回歸
的以色列人，把耶路撒冷城從頹垣敗瓦中重建起來，是
今天我們最需要的信息。本科特別適合作教會領袖，及
熱心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 

麥志成
牧師 

10 月 16 日(日)開
課，逢星期日早
上 10:30 - 11:15 
(共 8 堂)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
orms.gle
/ceTf1Ho
uLE8zVSs
M8  

成人-中級
課程 
【睡眠神
學】 
 

香港是工作過勞的城市，生活充滿壓力。這課程以 John 
Baillie  (蘇格蘭神學家)的詩篇講道文章，以睡眠切入，
鼓勵我們鞏固自己與神的關係，每天安然作息。  

林碧蓮
姊妹
(Dilys 
Lam)、
江慕慈
姑娘 

10 月 16 日 (日) 
開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 
11:15  
(共 4 堂)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
orms.gle
/AD2Vsv
1wdvgsG
MCn7  

高中課程 
【門訓學
堂：使徒行
傳教我們的
事（續）】 

藉使徒行傳的事蹟，鼓勵實踐過跟隨上帝的生活。 劉浩然
兄弟、
林恩庭
姊妹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
orms.gle
/uNcKz4
nS9zVcK
Gj89  

初中課程 
【信仰實
踐】 

從聖經學習了不同的教導，嘗試運用在日常生活上，彼
此鼓勵見證信仰。 

陳志輝
牧師、
麥浩澄
實習傳
道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
orms.gle
/87mfjph
6fp4PLq
Qw6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ceTf1HouLE8zVSsM8
https://forms.gle/ceTf1HouLE8zVSsM8
https://forms.gle/ceTf1HouLE8zVSsM8
https://forms.gle/ceTf1HouLE8zVSsM8
https://forms.gle/ceTf1HouLE8zVSsM8
https://forms.gle/AD2Vsv1wdvgsGMCn7
https://forms.gle/AD2Vsv1wdvgsGMCn7
https://forms.gle/AD2Vsv1wdvgsGMCn7
https://forms.gle/AD2Vsv1wdvgsGMCn7
https://forms.gle/AD2Vsv1wdvgsGMCn7
https://forms.gle/uNcKz4nS9zVcKGj89
https://forms.gle/uNcKz4nS9zVcKGj89
https://forms.gle/uNcKz4nS9zVcKGj89
https://forms.gle/uNcKz4nS9zVcKGj89
https://forms.gle/uNcKz4nS9zVcKGj89
https://forms.gle/87mfjph6fp4PLqQw6
https://forms.gle/87mfjph6fp4PLqQw6
https://forms.gle/87mfjph6fp4PLqQw6
https://forms.gle/87mfjph6fp4PLqQw6
https://forms.gle/87mfjph6fp4PLqQ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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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 月 1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7) 10 月 29 日(六)上午是宣道會「社會服務全港賣旗日」，現招

募當日的賣旗義工，報名表已張貼於圖書閣對出的間板上，

截止報名日期 10 月 2 日。弟兄姊妹可向陳志輝牧師了解當日

賣旗安排。 

8) 10 月 2 日開始，兒童部將為兒童主日學生安排新學年入學登
記及收取全年習作費，每位學生$120（仁愛至溫柔班）及 $60 

(信實班); 請各家長到圖書閣向楊婉芳行政主住辦理登記及
繳費手續。 

9) 本堂會於 10 月 7 日(五) 晚上 7:30-9:30 舉辦【理財與人生規
劃】zoom 講座，有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於網上報名，截止
日期為 10 月 2 日(日)。講座詳情如下： 

10) 福蔭團契於 10 月 8 日下午 2:00-4:00 聚會，由黃曉恩醫生

 主講：癌症基因標記新知，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11) 會友大會暨 2023 及 24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3 日早上

 10:35 舉行，因應疫情及須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本堂已準

 備會友大會委任代表的文書連同議程郵遞給持有投票權的會

 友，請按信件指引方式回覆，截止日期為 10 月 21 日上午

 10:35。 

12)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30/10、6/11、13/11、20/11、27/11、4/12、

 11/12 進行，共七堂，上課時間為下午 1:00-2:00。凡有意於

 今年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表，亦可登入

 以下網址 https://bit.ly/2YiYLB1 填寫表格。 

13)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講座主題 理財與人生規劃 (zoom)  

講員 鄧世安先生 (前銀行首席經濟師，現任區聯會財務小組成員，建道神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

心特約顧問) 

對象 中年及計劃退休人士 

內容 如何評估自己財務狀況？怎樣為退休作準備？ 

理財及各類投資的信仰原則如何應用？ 

形式 改為 zoom 網上形式進行。 

本堂會於講座兩天前以 whatsapp 通知參加者 zoom 登入連結、密碼及講座須知。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oJ2XzdkN7GPttE2ZA 

https://bit.ly/2YiYLB1
https://bit.ly/3Ni8qhX
https://forms.gle/oJ2XzdkN7GPttE2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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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朱美儀傳道已向本堂請辭，並於 10 月 14 日正式離任。她
 將由 9 月 25 日起作離職前休假。感謝朱傳道一直以來對弟
 兄姊妹的牧養，求主引領她往後的事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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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