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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你們若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你們若不饒恕人，你們的天

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太 6：14,15） 

 這幾年疫症肆虐，影響著很多的行業，例如旅遊、航空業近乎癱瘓，當然也造就

了另一些行業，就像外賣運送服務，因為很多人不是要隔離，就是餐廳限制堂食，

當然更多是因為「抗疫疲勞」，洗手、戴口罩、清潔房子、搶購廁紙，已經疲於奔

命，情願多花一點運送費，就可以安坐家中享用美食了。 

 大家若有留意，運送外賣的工人，多數是南亞裔人士，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坐

在停泊在路邊的摩托車上，等候下一個電話來，就怱怱的上路，當然這不是最理想

的工作環境，不但工作時間長，還要抵受日曬雨淋，為的只是微薄的報酬，不知大

家會否對他們有一份尊重。 

 筆者從沒有使用外賣服務，只是最近需要為別人叫外賣—並不是同住的，否則就

會自行出去購買回來；才在電話上安裝外賣程式，那是個繁複的過程，需要填寫一

大堆的資訊，因為運送外賣的目的地並不是自己的住址，所以又要清楚注明，不過

科技日新月異，程式會根據輸入的資料，以全球定位服務（GPS）來顯示目的地，方

便送外賣的工人按圖索驥，因此當完成輸入後，就很放心的等候了。 

 果然程式顯示食物已提取並在途中，還標示出尚有多少時間就會到達，只是十分

鐘後問題出現了，標示的時間忽然停頓了，等了十多分鐘食物音訊全無，終於送外

賣的公司有人打電話來，問目的地的地址，原來 GPS 竟然錯誤標示目的地的位置，

因此送外賣的人找不著，他是個南亞裔人，看不懂目的地的中文地址，所以要麻煩

以英文再輸入一次，另一方面因為食物都涼了，所以要回去餐廳取另一份來，再盡

快送過去。 

 這樣整個送外賣的過程，本來預算三十分鐘，最後變成一個小時有多，等待

食物的那一方當然非常不高興，督促筆者要提出投訴，並要附上負面評論。筆者

卻不以為然，反而對他們盡力完成任務感到敬佩，況且當時已是晚上九時多，可

想像工人拖著疲乏的身體，還鍥而不捨的把食物一而再的送往正確目的地，是敬

業樂業的精神，雖然過程不太順暢，根本並非他們做成，所以不要說饒恕，應該

是體諒才對，因為筆者也希望在自己拙手笨腳，使人不便時，他們也能如此體諒、

饒恕。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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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月九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八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66 篇 16、20 節 (舊約 823 頁) 眾立 

16 敬畏神的人哪，你們都來聽！我要述說他為我所做的事。 

20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沒有推卻我的禱告， 

 也沒有使他的慈愛離開我。。 

3. 讚美：榮耀全歸上主 (普天頌讚 108 首) 眾立 

1 榮耀全歸上主─至高全能父神， 

 平安、恩惠、拯救歸地上子民； 

 我眾救主、君王、全權永活真神， 

 祢配尊貴、榮耀、讚美與崇敬。  ** 

2 讚美耶穌基督─聖子差自父神， 

 上主羔羊─背負世人眾罪愆， 

 如今榮登寶座，與父執掌王權， 

 聆聽主民祈求，撫慰施慈憐。  **  (間奏) 

3 我眾獨尊基督，承認、恭敬聖名， 

 我眾高舉基督為救主君王， 

 榮耀歸於基督，榮耀歸於聖靈， 

 榮耀歸於聖父，拜伏永頌揚。  **阿們。 

** 萬千受造生靈聯合齊發歌聲， 

 藉主名、靠聖靈向主獻頌稱。 

 獨一永生真神，三一深奧莫名， 

 具體聖道顯明讚美永虔誠。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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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求主使用差遣 (普天頌讚 526 首) 眾坐 

1 求主向我真道宣講，俾能為主傳揚、證信， 
 助我尋找孤單迷羊，效主尋索失喪子民。 
2 求主領我使我領出、攙扶仆倒，領人歸回， 
 求主育我使我養育，嗎哪供養飢者得餵。 
3 求主傳授真理聖言，使我受教向人講述， 
 求賜言辭雙翼增添，俾能飛進心靈深處。  (間奏) 
4 求主賜我豐盛生命，充滿我心似主完全， 
 心思敏銳，應對聰穎，宣揚主愛，讚美廣傳。 
5 求主用我，雖我不配，隨時隨處等主差使， 
 直到覲主聖容光輝，得享主榮、喜樂、安息。阿們。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10 篇 (舊約 879 頁) 

1 耶和華對我主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2 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你能力的權杖； 
 你務要在仇敵中掌權。 
3 你在聖山上掌權的日子，你的子民必甘心跟隨； 
 從晨曦初現，你就有清晨的甘露。 
4 耶和華起了誓，絕不改變： 
 「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體系永遠為祭司。」 
5 在你右邊的主，當他發怒的日子，必打傷列王。 
6 他要審判列國，屍首就佈滿各處；他要痛擊遍地的領袖。 
7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頭來。 

 

提摩太後書 2 章 1-13 節 (新約 332 頁) 

1 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 
2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導的， 
 也要交託給那忠心而又能教導別人的人。 
3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作基督耶穌的精兵。 
4 凡當兵的，不讓世務纏身，好使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 
5 運動員在比賽的時候，不按規則就不能得冠冕。 
6 勤勞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 
7 我所說的話，你要考慮，因為主必在凡事上給你聰明。 
8 要記得耶穌基督，他是大衛的後裔，從死人中復活； 
 這就是我所傳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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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為這福音受苦難，甚至像犯人一樣被捆綁， 
 然而神的話沒有被捆綁。 
10 所以，我為了選民事事忍耐， 
 為使他們也能得到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 
11 這話是可信的：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 
12 我們若忍耐到底，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們若不認他，他也必不認我們； 
13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否認自己。 

7. 詩班獻詩：上主如鷹背你 (普天頌讚詩 91 首) 眾坐 

1 你住在至高者隱密避難處，永住在全能者蔭下， 
 當對主說：“我山寨，我避難所、倚靠！＂  ** 
2 網羅陷阱不慌，必蒙救脫險，飢餓毋惡毒不驚惶； 
 主翼蔭下必保護，祂信實，你盾牌。     ** 
3 黑夜驚恐不怕，必不臨到你，不怕白天飛箭攻擊； 
 千人仆倒你身旁，禍災卻不靠近。      ** 
4 祂要派遣祂的使者隨伴你，在所行的路上保護， 
 大能的手承托你，免你腳碰石頭。      ** 
 
** 上主如鷹將你背翅膀上，飛升往前入曙光， 
 使你如旭日明光，護庇關愛，掌握主手中。 

8. 奉獻：人算甚麼 （美樂頌 38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21 章 1-14 節 (新約 176 頁) 眾坐 

1 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 
 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 
2 西門‧彼得、叫低土馬的多馬、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 
 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和另外兩個門徒，都在一起。 
3 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對他說： 
 「我們也和你一起去。」他們就出去，上了船； 
 那一夜並沒有打著甚麼。 
4 天剛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他是耶穌。 
5 耶穌就對他們說：「孩子們！你們有吃的沒有？」 
 他們回答他：「沒有。」 
6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會得到。」 
 於是他們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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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是主！」那時西門‧彼得赤著
 身子，一聽見是主，就束上外衣，跳進海裏。 
8 其餘的門徒因離岸不遠，約有二百肘， 
 就坐著小船把那網魚拉過來。 
9 他們上了岸，看見那裏有炭火，上面有魚和餅。 
10 耶穌對他們說：「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 
11 西門‧彼得就上船，把網拉到岸上，網裏滿了大魚， 
 共一百五十三條；雖然魚這樣多，網卻沒有破。 
12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來吃早飯。」 
 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你是誰？」因為他們知道他是主。
13 耶穌走過來，拿餅給他們，也照樣拿魚給他們。 
14 耶穌從死人中復活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 

10. 信息：重新振作 眾坐 

11. 回應：完全的奉獻 (青年聖歌 I 46 首) 眾立 

1 完全的奉獻，主，我願意，完全的奉獻，奉獻與祢； 
 主愛浩大無比，我願一生歸依，身心當作活祭，我今歸祢。 
2 完全的奉獻，光陰生命，完全的奉獻，求主引領； 
 候主召我慈聲，我願與主同行，從今直到永遠，順服不停。 
3 完全的奉獻，金銀財寶，完全的奉獻，何等美好！ 
 主愛已拯救我，感謝代贖功勞，今後全歸我主，不留絲毫。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Voluntary in E♭ major by George Green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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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何執娣傳道 何執娣傳道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陳　諾弟兄 鄧民亮弟兄 陳卓欣姊妹 賴文湘姊妹 陳卓欣姊妹 呂浩然弟兄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林美荃姊妹 潘裕文姊妹 林美荃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鄭倩雲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盛霞姊妹 李敏池弟兄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古惠月姊妹 黃嘉康弟兄

司事: 李翠碧姊妹 呂玉潔姊妹 麥寶儀姊妹 伍美娟姊妹 袁麗嬋姊妹 黃慧儀姊妹 呂進雄弟兄 劉惠雯姊妹

當值: 曾偉珩弟兄 麥淑容姊妹 呂君達執事 林志剛弟兄 張漢榮弟兄 王炳生弟兄 余穎欣姊妹 楊彼得弟兄

影音: 張淑敏姊妹 陳卓欣姊妹 許偉賢弟兄 陳志立弟兄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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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玉娥姊妹 徐敏慧姊妹 蔡加德弟兄 冼文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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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卓曈姊妹 劉卓曈姊妹 -　- -　-

讀經: 溫浩揚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　- -　-

司事: 陳頌諾小朋友 李洛冰小朋友 -　- -　-

信實: 李寶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李燕怡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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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期第十九主日（綠）(10月16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八主日（綠）(10月9日)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上週奉獻總數: $178,929 本月累積奉獻: $178,929  (包括發展及購堂: $17,200)

本週獻花: 陳可媚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138 主知名 4000 *1139 主知名 200 *1140 主知名 200 *1141 主知名 4000 *1142 主知名 12700
*1143 主知名 1000 *1144 主知名 200 M824 主知名 1000 P900 主知名 200 R896 主知名 15000
R978 主知名 3000 S694 主知名 11000 U971 主知名 2000 U972 主知名 6500 U973 主知名 300

W210 主知名 100 W522 主知名 1000 X315 主知名 3000 X433 主知名 5000 X883 主知名 6000
X980 主知名 2500 Y178 主知名 2000 Y290 主知名 5000 Y325 主知名 500 Y329 主知名 100
Y334 主知名 1000 Y335 主知名 2000 Y343 主知名 2000 Y368 主知名 8700 Y376 主知名 2150
Y448 主知名 6000 Y448 主知名 1000 Y464 主知名 1000 Y481 主知名 2000 Y518 主知名 500

Y595 主知名 100 Y596 主知名 30000 Y598 主知名 100 Y605 主知名 1000 Y606 主知名 500
慈惠 : Y376 主知名 1000
感恩 : P963 主知名 1000 Q322 主知名 300 T850 主知名 500 W210 主知名 100 W268 主知名 1100

Y313 主知名 500 Y334 主知名 1000 Y358 主知名 1500 Y376 主知名 1000 Y518 主知名 300
Y595 主知名 100

發展 : *1139 主知名 200 U173 主知名 3000 U967 主知名 10000 W661 主知名 4000
差傳 : Y334 主知名 1000
鮮花 : R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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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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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部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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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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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請於今日前提交電子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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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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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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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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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y/2YiYL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