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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認真你就輸了？ 

 有一次，幾個法利賽人和文士，看見耶穌的門徒沒有洗手就吃飯，觸犯了猶太

人的傳統—並非舊律法的吩咐，而是根據猶太人另外的經卷 Mishna（米示拿，記載

了一些猶太拉比的口傳律例），耶穌就斥責他們假冒為善，意思是拘泥一些禮儀的

表面，卻沒有遵行背後的真義。耶穌舉了一個例子，就是有人不想供養父母，只要

推說供養父母的金錢已奉獻了（各耳板，奉獻的意思），那就算不供養父母，也沒有

觸犯要孝敬父母的誡命（參可 7：1-7），換言之猶太人可借助規例間的協調漏洞，

來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原來猶太人除了舊約聖經之外，還兩部重要的經卷，除了米示拿是口傳的律例

之外，還有 Midrash（米大示）是對實踐規例的解釋，例如守安息日，聖經只規定不

可做工，那麼安息日連起床走動都不可以了？這豈不是做成很多不便了？所以就需

要多加解釋，原來在安息日也可走一定距離的路也不算觸犯安息日的規定（參徒 1：

12），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現代的猶太教規例更需要解釋了，例如有人煮湯，不小

心把一塊火腿掉到湯裡，那麼花了很多心血的湯就要泡湯了（猶太人視豬為不潔）？ 

原來根據米示大解釋，猶太人的食物規例（kosher），也有「顧及」這種意外情況，

簡單的處理就是看不潔的食物與潔淨食物的比例，是體積而不是重量的比例，所以

一塊火腿「意外」掉到一大鍋湯裡，只要湯的體積比火腿多六十倍，那鍋湯仍合符

潔淨的規例，背後的道理是基於味道，猶太人認為潔淨的食物比不潔凡東西多六十

倍，只要移除了不潔的東西，食物的味道就不會受影響了？誰去試味確定了？猶太

人不會冒險親自嘗試，於是就會找一個 akum（字義是指相信星座的人，即是猶太人

所說的外邦人）來嘗試。同樣在安息日，按例猶太人不可以做工，就算天氣熱得要

命，也不可以親自開冷氣機，不過就可以叫一位 akum 朋友來做就可以，這就可以

解決許多現代生活的困難了。 

 大家可能想像到如此解釋聖經的律例，是重於形式多於禮儀的真義—喜歡吃火

腿的猶太人，就會經常意外地掉了一小塊到潔淨的食物中。作為基督徒，應該跟從

耶穌的方式來解讀舊約，最好的例子就是對安息日的看法，當然保羅也有為此與猶

太人爭辯，這才是我們應有的舊約釋經方法，認真研讀神的話語。。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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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燭光禮：點燃燭光 (普天頌讚 125 首) 眾坐 

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3. 短頌：主耶穌，求光照 (光之週期 6 頁 第三節) 眾坐 

來，主耶穌，賜安憩，賞賜喜悅永不息。 
求將歡樂、愛賞賜，虔誠候主應許再臨。 

4. 宣召：詩篇 80 篇 1、3、17-18 節 (舊約 843 頁) 眾立 

1 領約瑟如領羊群的以色列牧者啊，求你側耳而聽！ 
 在基路伯之上坐寶座的啊，求你發出光來！ 
3 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就會得救！ 
17 願你的手扶持你右邊的人，你為自己所堅固的人子。 
18 這樣，我們就不背離你；求你救活我們， 
 讓我們得以求告你的名。 

5. 讚美：傳揚佳音 (普天頌讚 171 首) 眾立 

** 到山嶺上去傳揚，越過山岡到各地方； 
   到山嶺上去傳揚，傳耶穌基督降生。  
1 當牧羊人在夜間看守安靜群羊， 
 忽見照耀滿天空，神聖明亮大光。  ** 
2 眾牧人驚慌害怕，因見大地之上， 
 眾天使天軍高唱，慶賀救主降生。  ** 
3 在那卑微馬槽裡，謙卑之主降生； 
 在快樂聖誕早上，真神賜下救恩。  ** 

6. 祈禱 眾立 

7. 歌頌：小伯利恆 (普天頌讚 168 首) 眾坐 

1 美哉小城!小伯利恆，你是何等寧靜! 
 無夢、無驚、深深睡著，悄然群星運行； 
 在你漆黑的街衢，永遠的光昭啟； 
 萬世希望、眾生憂驚今宵集中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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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馬利亞誕生聖嬰，天軍齊集膜拜。 
 世界眾生睡夢正酣，天使虔守妙愛。 
 晨星啊，同來宣揚神聖誕降佳音! 
 同來讚頌至尊真神，恭祝世界和平! 
3 宏愛上主至深恩典普賜信主的人； 
 何等平安，何等肅靜，肉耳不能聽聞。 
 世界惡貫正滿盈，未聞救主降生， 
 凡百虔誠謙虛心靈，歡迎基督降臨。 
4 凡有歡樂純真兒童，禱告頌拜聖嬰； 
 凡有困苦顛沛的人，呼籲人子之名； 
 凡有仁愛，心儆醒，以信向主敞開； 
 黑夜消亡，榮光破曉，聖誕宏恩復載。  (間奏) 
5 我眾大家同心祈求，聖嬰再臨人間， 
 求主今天施恩降臨，驅除一切罪愆； 
 欣聽天使傳佳音，群生快樂無涯。 
 以馬內利 － 求主居中!千秋同在相偕。 

8.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7 章 10-17 節 (舊約 1006 頁) 

10 耶和華又吩咐亞哈斯： 

11 「你向耶和華－你的神求一個預兆： 

  在陰間的深淵，或往上的高處。」 

12 但亞哈斯說：「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 

13 以賽亞說：「聽啊，大衛家！你們使人厭煩豈算小事， 

 還要使我的神厭煩嗎？ 

14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預兆，看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15 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他必吃乳酪與蜂蜜。 

16 因為在這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先， 

 你所憎惡的那兩個王的土地必被撇棄。 

17 耶和華必使亞述王臨到你和你的百姓，並你的父家， 

 自從以法蓮脫離猶大的時候，未曾有過這樣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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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 章 18-25 節 (新約 3 頁) 

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給約瑟，
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 

19 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當眾羞辱她， 
 想要暗地裏把她休了。 
20 正考慮這些事的時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約瑟夢中向他顯現，說：

「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馬利亞娶過來， 
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 

21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22 這整件事的發生，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23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24 約瑟醒來，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 
25 但是沒有和她同房，直到她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9. 詩班獻詩：屬天聖言 (普天頌讚 146 首) 眾坐 

1 永恆真光，屬天聖言，與父同享權威尊嚴， 
 在這末世基督親降，賜福眾生不必淪亡。 
2 屬天光輝在世照明，燃點愛心，火熱復興， 
 今得聽見上主真道，燒毀一切妄想、罪疚。 
3 即將臨近上主審判，心中隱秘逐一查探， 
 按人行徑算清所得，聖徒統治自此臨格。 
4 往昔罪愆求主赦免，廣施憐憫，切莫掩面， 
 願與眾聖仰瞻主容，永遠愛主，敬拜、尊崇。 
5 榮歸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獨一神明， 
 讚美、榮耀、崇尊、權能，千秋萬代，直到永恆。阿們。 

10. 奉獻：我要趁此時 (世紀頌讚 107 首) 眾坐 

11. 見證：何睿謙弟兄-午堂 眾坐 

12. 信息經文：哈該書 1 章 1-11 節 (舊約 1426 頁) 眾坐 

1 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耶和華的話藉哈該先知向 
 撒拉鐵的兒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 
 約書亞大祭司傳講， 說： 
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百姓說， 
  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還沒有到。」 
3 耶和華的話藉哈該先知傳講，說： 
4 「這殿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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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6 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你們吃，卻不得飽；喝，卻不得足；
 穿衣服，卻不得暖；領工錢的，領了工錢卻裝入有破洞的袋中。 
7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8 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 
 這是耶和華說的。 
9 你們盼望多得，看哪，所得的卻少；你們收到家中， 
 我就吹去。這是為甚麼呢？因為我的殿荒涼， 
 你們各人卻只為自己的房屋奔走。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10 所以，因你們的緣故，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產。 
11 我命令乾旱臨到土地、山岡、五穀、新酒、 
 新油和地上的出產，也臨到人和牲畜， 
 以及一切人手勞碌得來的。」 

13. 信息：節期說 眾坐 

14. 回應：求主寛恕 (青年新歌 26 首) 眾坐 

1 如果令身邊人受傷剌痛，倘若把人絆倒不依主道， 

如果我執意偏差路俓，懇切求主寬恕！ 

2 如果話中虛浮難見造就，倘若不憐憫，不關心慰問， 

如此叫他人受損傷，愁困，懇切求主寬恕！ 

3 如果內心冷漠、固執、無情，倘若單顧每天舒適過活， 

而不去踐行上帝所付託，懇切求主寬恕！      (間奏) 

4 誠心願主赦罪厚施深恩，赦佑隠而未顯心中惡念， 

求主顧惜、同行、每天導引─阿們！ 

15. 家事 眾坐 

16.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7. 殿樂：Angles from rhe Realms of Glory 眾坐 

by. Henry T. Smart, 18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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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

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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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葉英傑傳道 葉英傑傳道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林洛琛弟兄 連卓鴻弟兄 林洛琛弟兄 鄧民亮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譚慧妍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黃寶強弟兄 黎蓮妹姊妹 劉惠雯姊妹 莫雪貞執事

當值: 朱麗程姊妹 沙韋琪姊妹 林志剛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陳國榮弟兄 鄭慧芝執事

執事: 呂君達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徐敏慧姊妹 趙惠蘭姊妹 鄒念龍弟兄 鄧愛賢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　- -　-

司琴: -　- -　- -　- -　-

讀經: -　- -　- -　- -　-

司事: -　- -　- -　- -　-

信實: 羅藹誼傳道 　 吳綺薇姊妹 施慧君姊妹 羅藹誼傳道 　 吳綺薇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何執娣傳道 　 黃愛娣姊妹 　 何執娣傳道 　 黃愛娣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周寶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寶頤姊妹 　

朱滔聰弟兄

王月珊姊妹 余文耀執事

陳國榮弟兄 李芷珊姊妹

蔡頴鈞執事 陳貽添執事

陳志輝牧師

陳永祐執事

陳　諾弟兄 李燕怡姊妹

謝月芬姊妹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柯思敏姊妹

林美荃姊妹

聖誕節崇拜（週日）（金）(12月25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12月18日) 

*** 早 堂 *** *** 午 堂 ***

主日職事人員表

*** 合 堂 ***

上週奉獻總數: $127,996 本月累積奉獻: $263,050  (包括發展及購堂: $22,100)

本週獻花: 高漢華夫婦、莊儀秋姊妹、李俊傑弟兄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210 主知名 12700 *1211 主知名 2000 *1212 主知名 200 *1213 主知名 7000 *1214 主知名 800
*1215 主知名 1000 *1216 主知名 2000 *1217 主知名 4000 *1218 主知名 3200 F146 主知名 200
F161 主知名 250 F204 主知名 12020 F930 主知名 1000 M526 主知名 1000 M531 主知名 2000
R186 主知名 500 S033 主知名 8800 V772 主知名 2000 V822 主知名 1200 W108 主知名 650
X149 主知名 4000 Y418 主知名 3000 Y477 主知名 500 Y488 主知名 500 Y507 主知名 100
Y516 主知名 500 Y544 主知名 300 Y620 主知名 2600

慈惠 : Y535 主知名 230

感恩 : *1217 主知名 2000 S351 主知名 100 W096 主知名 500 Y418 主知名 1000 Y425 主知名 2000
Y483 主知名 120 Y516 主知名 300 Y535 主知名 200 Y544 主知名 200 Y572 主知名 6600

發展 : *1212 主知名 200 M193 主知名 20000 U170 主知名 1500 Y620 主知名 100
教育 : R829 主知名 12000 Y620 主知名 100
鮮花 : R874 主知名 3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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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22 全年累積 2022年7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4,105,291       587,249         521,774          21,600      2,150          5,300        36,425          

現金支出 4,131,685       511,475         447,855          4,000        -                 20,000      39,620          
現金流入/(流出) (26,394)          75,774           73,919            17,600      2,150          (14,700)     (3,195)           

固定資產 12,596,098     12,596,098    191,562          -                -                 -                12,404,535   

銀行及現金結餘 5,184,953       5,184,953      3,858,238       809,367    1,161,691   66,384      (710,727)       
其他資產 85,615            85,615           25,815            -                -                 -                59,800          

按揭貸款 -                     -                    -                     -                -                 -                -                    
其他負債 (715,241)        (715,241)       (703,816)        (500)          -                 -                (10,925)         
淨資產 17,151,425     17,151,425    3,371,800       808,867    1,161,691   66,384      11,742,683   

***********************************************************  財務摘要  ****************************************************

按

基

金

分

類

Aug-22 全年累積 2022年8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4,827,390       722,099          703,069          3,120        -                 4,300        11,610          

現金支出 4,569,153       437,468          413,468          4,000        -                 20,000      -                    
現金流入/(流出) 258,237          284,631          289,601          (880)          -                 (15,700)     11,610          

固定資產 12,538,400     12,538,400     182,811          -                -                 -                12,355,589   

銀行及現金結餘 5,469,583       5,469,583       4,147,839       808,487    1,161,691   50,684      (699,117)       
其他資產 85,125            85,125            25,325            -                -                 -                59,800          

按揭貸款 -                     -                      -                     -                -                 -                -                    
其他負債 (670,346)        (670,346)         (670,146)        -                -                 -                (200)              
淨資產 17,422,762     17,422,762     3,685,829       808,487    1,161,691   50,684      11,716,071   

***********************************************************  財務摘要  ****************************************************

按

基

金

分

類

Sep-22 全年累積 2022年9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618,393       791,003          765,278          1,925        1,000          2,000        20,800          

現金支出 5,051,235       482,082          470,082          4,000        -                 8,000        -                    
現金流入/(流出) 567,158          308,921          295,196          (2,075)       1,000          (6,000)       20,800          

固定資產 12,491,498     12,491,498     184,855          -                -                 -                12,306,642   

銀行及現金結餘 5,778,504       5,778,504       4,443,035       806,412    1,162,691   44,684      (678,317)       
其他資產 85,125            85,125            25,325            -                -                 -                59,800          

按揭貸款 -                     -                      -                     -                -                 -                -                    
其他負債 (685,824)        (685,824)         (675,624)        -                -                 -                (10,200)         
淨資產 17,669,303     17,669,303     3,977,592       806,412    1,162,691   44,684      11,677,925   

***********************************************************  財務摘要  ****************************************************

按

基

金

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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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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葉英傑傳道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士師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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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參與 25/12(日)聖誕崇拜聖景演出之兒童、讀經員，務必

在今天早上 10:15 到禮堂參加綵排!並於 25/12(日)聖誕崇拜當

日早上 9:00 準時到達禮堂參加預習!如有任何查詢可與葉師母

/羅傳道聯絡。 

6) 12 月 25 日(日)上午 10:00 聯合聖誕崇拜(一堂)及洗禮，請弟兄

姊妹依時出席，同來敬拜為我們降生的主基督。 

洗禮、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名單如下： 

洗禮：潘慕貞、蕭桂蘭、朱天諾、 

劉興榮、區任邦、何睿謙、甄樂陶 

轉會禮：謝洪珍 

嬰孩奉獻禮：鍾榮耀、麥曦藍 

7) 會友鄧玉芬姊妹及鄭灝德弟兄訂於 2023 年 1 月 1 日下午 2:30

在本會禮堂舉行婚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8)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https://bit.ly/3Ni8qh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