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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背影 

年少時讀過《背影》自此揮之不去 

人生總會遇上分離的憾事 

一起成長的朋友總有各奔前程的一天 

然後因為兩地相隔就疏遠了 

就這樣連背影都淡忘了 

 

只有與親人分離才是最難纏的事 

已經相處了三分之一世紀 

習慣了起居飲食間的嬉笑怒罵 

房子一下子沉靜起來，連氣味都消失了 

不過無論距離怎麼遠 

親人的背影就是做夢也會跑出來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原來自己也曾這樣奔走過 

當日母親堅持要等候飛機安全起飛才肯離去 

今天他不用你去送行，拜社交媒體的功勞 

卻不減牽腸掛肚的情緒 

構成另一個《背影》的故事 

 

大概天下的父親也是個《背影》 

肥胖的身軀探身到車站另一邊的月台 

千辛萬苦的買來幾個橘子，交到兒子手上 

然後吩咐：「我走了，到那邊來信」 

其實他已經是個二、三十歲的青年 

《背影》還是揮之不去。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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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六日聖餐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二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我們尊你為主 (恩頌聖歌 449 首) 眾坐 

我們尊祢為主，同來讚美祢榮光， 

天地萬有敬拜祢，昔、今、永在的父。阿們。 

3. 宣召：詩篇 149 篇 1-2、4 節 (舊約 917 頁) 眾立 

1 哈利路亞！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在聖民的會中讚美他！ 

2 願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歡喜！願錫安的民因他們的王快樂！ 

4 因為耶和華喜愛自己的百姓，他要用救恩當作謙卑人的妝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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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祈禱 眾立 

6. 歌頌：樂歌榮神 (普天頌讚 93 首) 眾坐 

1 樂歌交響，神得榮耀尊崇，誠心仰望、敬拜， 

 驕矜不容，受造諸天羣生彷彿同頌：阿利路亞！ 

2 讚美謳歌常遇嶄新體驗，妙音發現，境界高超難言， 

 導向讚歎、虔誠俯伏，更深。阿利路亞！ 

3 縱使教會曾歷幽暗世代，如一、多方見證以信以愛， 

 同藉詩歌、儀禮真誠敬拜，阿利路亞！  (間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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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惡魔當天逞兇力搏真光，耶穌爭戰，歌唱詩篇頌揚， 

 主既得勝，皆當振奮同唱：阿利路亞！ 

5 琴、瑟、簫、鼓發聲頌讚和鳴，人天歡呼謳歌， 

 高舉主名，求賜信心助我仰望，常頌：阿利路亞！阿們。 

7.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49 篇 (舊約 917 頁) 

1 哈利路亞！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在聖民的會中讚美他！ 

2 願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歡喜！願錫安的民因他們的王快樂！ 

3 願他們跳舞讚美他的名，擊鼓彈琴歌頌他！ 

4 因為耶和華喜愛自己的百姓，他要用救恩當作謙卑人的妝飾。 

5 願聖民因所得的榮耀歡樂！願他們在床上也歡呼！ 

6 願他們口中稱頌神為至高，手裏有兩刃的劍， 

7 為要報復列國，懲罰萬民。 

8 要用鏈子捆他們的君王，用鐵鐐鎖他們的貴族， 

9 要在他們身上施行所記錄的審判。 

 他的聖民都享榮耀。哈利路亞！ 

 

馬太福音 5 章 1-12 節 (新約 7 頁) 

1 耶穌看見這一群人，就上了山，坐下後，門徒到他跟前來， 

2 他開口教導他們說： 

3 「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5 謙和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土地。 

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7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9 締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10 為義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迫害你們， 

 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12 要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很多的。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迫害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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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詩班獻詩：慈悲天父求施恩 (頌禱新歌 17 頁) 眾坐 

神，慈悲天父求施恩，勿將罪責加身，請赦免我過犯， 

施恩典救拯改變過去罪徑，悔改入正道，願獻身遵真理， 

以光明正直的心相獻，以光明正直的心相獻，與主同行直到永遠。
以光明正直的心相獻，以光明正直的心相獻，與主同行直到永遠。 

9. 奉獻：救贖磐石 眾坐 

10.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11 章 1-16 節 (新約 159 頁) 眾坐 

1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 

 就是馬利亞和她姐姐馬大的村莊。 

2 這馬利亞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頭髮擦他腳的； 

 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弟弟。 

3 姊妹兩個就打發人去見耶穌，說：「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
4 耶穌聽見後卻說：「這病不至於死，而是為了神的榮耀， 

 為要使神的兒子藉此得榮耀。」 

5 耶穌素來愛馬大和她妹妹，以及拉撒路。 

6 他聽見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住了兩天， 

7 然後對門徒說：「我們再到猶太去吧！」 

8 門徒對他說：「拉比，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 

 你還再到那裏去嗎？」 

9 耶穌回答： 

 「白天不是有十二小時嗎？人若在白天行走， 

 就不致跌倒，因為他看見這世上的光。 

10 人若在黑夜行走，就會跌倒，因為他沒有光。」 

11 耶穌說了這些話，隨後對他們說： 

 「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12 門徒就說：「主啊，他若睡了，就會好的。」 

13 耶穌說這話是指拉撒路死了，他們卻以為他是指通常的睡眠。
14 於是耶穌就明白地告訴他們： 

 「拉撒路死了。 

15 為了你們的緣故，我不在那裏反而歡喜，為要使你們信。 

 現在我們到他那裏去吧。」 

16 於是那稱為低土馬的多馬對其他的門徒說： 

 「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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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息：榮耀與黑暗 眾坐 

12. 認信：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Larghetto from Voluntary in G Minor, Op. 6, No. 9, 眾坐 

   Samuel Wesley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神配受崇拜（世紀頌讚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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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促進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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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江慕慈傳道 江慕慈傳道

主席: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林湛基弟兄 林湛基弟兄

讀經: 林洛琛弟兄 李燕怡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家揚弟兄 李芷珊姊妹 麥淑容姊妹 李芷珊姊妹 呂潔儀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招待: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繆迺頌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義妹姊妹 黃香娣姊妹 譚慧妍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黃寶強弟兄 柯思敏姊妹 盧麗銀姊妹 謝月芬姊妹 李翠碧姊妹 黎蓮妹姊妹 邱頌詩姊妹 吳友蓮姊妹

當值: 王月珊姊妹 朱麗程姊妹 陳惠霞姊妹 古海劍弟兄 沙韋琪姊妹 鍾志堯弟兄 方艾洲弟兄 呂君達執事

影音: 陳志立弟兄 李芷珊姊妹 黃曉媚姊妹 鍾穎嵐姊妹 張淑敏姊妹 陳卓欣姊妹 許偉賢弟兄 夏麗婷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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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蔓菲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錢惠如姊妹 徐敏慧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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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執娣傳道 何執娣傳道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林曉潼姊妹 林曉潼姊妹

讀經: 溫浩揚小朋友 李卓恩小朋友 高　越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司事: 高正之小朋友 林允祈小朋友 鍾溢恩小朋友 李沂冰小朋友

信實: 黃麗堅姊妹 　 司徒蘊盈姊妹　 黃麗堅姊妹 　 司徒蘊盈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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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三主日（綠）(11月13日)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二主日（綠）(11月6日) 聖餐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上週奉獻總數: $65,466 上月奉獻總額: $564,183  (包括發展及購堂: $25,200)

本週獻花: 莊儀秋姊妹、高漢華夫婦、楊妙玲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172 主知名 200 *1173 主知名 14000 *1175 主知名 1000 F522 主知名 1000 M782 主知名 500
P950 主知名 6500 P951 主知名 300 P952 主知名 1500 R753 主知名 500 R765 主知名 1000
R766 主知名 500 R943 主知名 100 T900 主知名 500 V562 主知名 3000 W542 主知名 1600
Y100 主知名 1800 Y238 主知名 1500 Y266 主知名 5200 Y319 主知名 500 Y490 主知名 500
Y538 主知名 6000 Y556 主知名 2100 Y562 主知名 3300 Y563 主知名 500 Y569 主知名 500
Y772 主知名 500

感恩 : *1175 主知名 2000 R750 主知名 100 T842 主知名 500 U042 主知名 200 Y569 主知名 500

發展 : *1172 主知名 200
鮮花 : *1174 主知名 500 R751 主知名 300 Y564 主知名 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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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8biCseKqVrRYU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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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舉行，有意申請

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5) 福蔭團契於 11 月 12 日下午 2:00-4:00 聚會，由歐陽亦璋醫

生主講：血脂、甲狀腺、骨質疏鬆，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6) 「Manna 事工分享會」於 11 月 12 日(六)晚上 8:00-10:00 在

禮堂舉行，當晚邀請了餐廳負責人 Leo 分享他經營的領受及

見證主的大能，歡迎星期六晚的團契及弟兄姊妹參與。 

7) 2023 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於接待處，歡迎肢體認獻，奉獻金

額為$300 或以上。 

8) 會友譚慧娟姊妹於 11 月 3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9) 會友鄧佩華姊妹之丈夫梁君彥弟兄於今日安息主懷，求主安

慰其家人。 

10)會友王渠興姊妹安息禮定於 11 月 11 日(五)晚上 7:30 在九龍

殯儀館 3 樓聖光堂舉行，11 月 12 日早上 10 時往葵涌火葬場

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