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 

 

地址：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cmaltc.org 

電話：   23469681  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主任：   麥志成牧師                            

傳道：   尚佩冰牧師、孔啟源先生、陳志輝先生、麥呂曼珍師母(義務傳道) 

行政主任： 張金生弟兄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                      

                                               (加入通訊錄) 
 註：是日崇拜之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聖靈降臨 

 
  聖靈降臨期包括三個節日，第一個是聖靈降臨節（聖靈降臨期第一主日，即復
活節後第五十天），隨後是三一主日（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而第三個則是最後主
日的基督君王日。聖靈降臨期大約有廿四至廿八個主日。 
 
  耶穌所應許的聖靈在五旬節降臨（使徒行傳二章）*。在利未記廿三章 15 至 22
節，神要求祂的子民要在初熟節後的七個安息日後的次日慶祝七七節。因這節日發
生在逾越節安息日後的第五十天，因此又稱它為五旬節。這節日是用來慶祝農作物
收穫的季節，百姓將收割的麥子獻給神，以迎接夏季的收穫與神的賜福。還有按猶
太拉比的推算，從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神於西乃山向摩西啟示律法為止，剛巧過了
七星期，所以這節日也被視為律法頒佈日；換言之，它也是以色列民族誕生的時刻。
因著神奇妙的安排，在同一天，上主將聖靈賜給了主耶穌的門徒，所以五旬節這一
天也被視為教會誕生的日子。 
 
  按使徒行傳的記載，第一個聖靈降臨的日子，有強大的風吹過及舌頭如火焰般
的臨到使徒，結果許多人聚在一起，變賣一切家產，凡物共用；這是初期教會的形
成。 
 
  聖靈不單昔日降在使徒身上，今天主聖靈同樣也降臨在接受福音的人身上，同
時我們也領受了傳揚福音的使命，因此，在教會的傳承中，指出凡領受了聖靈的，就
成了耶穌的精兵，他們在人生的旅程中與罪惡爭戰，將耶穌基督的救贖佳音帶給全
人類。 
 
  從今天起接下來六個月的「聖靈降臨後節期」，主要以綠色為代表的主日，所以
又稱為綠色主日（Green Sundays）。大公教會在此之前上半年的講台與經課是以教
義為主；一進入了綠色主日後，講台就以生活教導為主。因為綠色象徵著生命，聖靈
降臨後，世間充滿了生命力，一片欣欣向榮。我們的生活也是充滿的生命力，活潑有
盼望，並可以感染其他的生命。 
 
* 要留意的，今日基督教會一年一度慶祝的聖靈降臨節，並非每年猶太曆逾越節（逾

越節是一個七天或八天的節期）後第五十天的五旬節，而是復活節（春分日月圓
後的第一個星期日）後的第五十天。今天我們稱聖靈降臨節亦為五旬節，這是借
用了猶太教的逾越節和五旬節的傳統。初期教會編定崇拜慶典時，就以復活節比
喻為逾越節，至第五十天就定為聖靈降臨節，故亦有稱為五旬節聖靈降臨。我們
要清晰區分每一個詞彙所帶出來的意義，在使用時就不致有混淆，而「聖靈降臨
期」則是指復活節後第五十天至基督君王主日的時段，「聖靈降臨節」則是指復活
節後第五十天的那一個主日，我們若能夠清晰「五旬」、「五旬節」、「聖靈降臨期」、
「聖靈降臨節」的意義，對我們慶祝聖靈降臨期的節日有很大幫助。（參：張振華，
《教會年曆實用指南》，香港：道聲出版社，161 頁。） 

 
孔啟源先生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節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聖哉，聖哉，聖哉 (普天頌讚 第 845 首)....................... 眾    坐 

3. 宣召 ..........................................羅馬書 8 章 14-17 節 ....................................... 眾    立 

啟：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應：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啟：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應：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4. 讚美 ................................ 頌揚聖靈 (生命聖詩 第 151 首) .............................. 眾    立 

   ** 今天快樂時辰，信徒應當歡欣同歌頌；神是我們力量，頌揚榮耀主尊名！ 

詩班：1) 頌揚聖靈恩澤多，祂臨到正等待的門徒，房內充滿風聲火舌，主賜他們新生命。 ** 

詩班：2) 門徒從前灰心喪膽，今彰顯神的大能，眾目明察他們剛毅，勇於見證基督。   ** 

   3) 頌讚祂大愛無盡，湧流信奉祂的人心中，從前被罪分隔的人，於今和睦情誼深。 ** 

   4) 天父賜下大權能，門徒奮勇齊往萬邦，傳揚基督好消息，不懼怕死亡險境。   ** 

   5) 求真理聖靈臨格，與我永相偕，住我心中，懇求指引生活道路，賜我靈力奔天路。** 

   6) 聖靈，求助我生活，堪配主美德與榮耀，願我有勇氣信念，願主顯能力威嚴。  ** 

5. 頌禱 .......................... 聖靈降臨節禱文 (普天頌讚 第 304 首) ........................ 眾    立 

啟：上主的靈，那智慧和聰明的靈，要充滿我們； 

應：聖靈啊，求祢用智慧和聰明的恩賜使我們剛強。 

啟：上主的靈，那謀略和能力的靈，要充滿我們； 

應：聖靈啊，求祢用謀略和能力的恩賜使我們剛強。 

啟：上主的靈，那知識和敬畏的靈，要充滿我們； 

應：聖靈啊，求祢用知識和敬畏的恩賜使我們剛強。 

啟：上主的靈，在永生上主臨在中的奇妙和威嚴的靈，要充滿我們； 

應：聖靈啊，求祢用奇妙和威嚴的恩賜使我們剛強。阿們。 

6. 歌頌 .............................. 求聖靈教導 (生命聖詩 第 154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104 篇 24-34, 35b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使徒行傳 2 章 1-21 節 

8. 獻詩 .......................... 神愛，懇求降臨 (普天頌讚 第 307 首) ........................ 詩    班 

9. 奉獻 ................................ 靜候聖靈 (生命聖詩 第 159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約翰福音 14 章 8-17, 25-27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聖靈請來 ................................................ 眾    坐 

 



 

 

 

12. 回應 ............................ 主愛在心燃起 (生命聖詩 第 160 首) .......................... 眾    立 

1) 真神賜大權能，在我輭弱心中，時刻蒙主保守，恩典不斷湧流； 

 自有聖靈在心，一切歸主管理，奇妙慈愛火焰，在我心裡燃起。 ** 

2) 在十架前跪下，我今樂意奉獻，全放在祭壇上，從今直到永遠； 

 救主代付贖價，慈聲呼喚我名，活祭今獻壇上，聖火燃燒不停。 ** (間奏) 

3) 我無善行可取，惟靠救主應許，在主裡蒙收留，藉主恩得拯救。 

 榮耀全歸真神，哈利路亞高唱，主愛澆灌心中，心靈火焰挑旺。 ** 

** 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裡燃起，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裡燃起， 

 聖靈充滿心靈，榮耀全歸主名，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裡燃起。 

13. 家事及代禱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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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鄭義森先生蒞臨本堂證道！ 

3) 本年度第一次洗禮於今天早堂舉行。灑禮：馬賢蓮姊妹 

4) 2015-2016 年度第三季青成年主日學於今天開始，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索取

課程簡介或參考電視機海報了解內容，歡迎報讀。 

課目編號 課目名稱 導師 課室 

109 祈禱學習坊 孔啟源先生 102 室 

216 基礎神學 麥志成牧師 副堂 

217 基督教兒童教育（一） 資深兒童教育導師 104 室 

344 信仰反省---再思「金句」 陳志輝先生 103 室 

中學級主日學 快樂門徒 梁小儀姊妹 康樂室 

* 如有小學級子女的同學，請鼓勵孩子進禮堂參加兒童詩班的練唱。 

5) 教會將於 5 月 16 日開始更新影音系統改善工程，為期兩週，暫訂 5 月 29 日試

行新影音系統運作。 

6)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22:6) 

2016 兒暑已開始報名，請家長盡早為小學級之子女報名參加，截止日期為 6 月

19 日；現正招募事奉人員，參加表格已張貼接待處，請有志者選擇崗位後以正

名填表。請繼續為事工的籌備及所需禱告。 

7) 「中學生暑期佈道及生活營」於 8 月 2-5 日在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是次營會

與十多間教會合辦，歡迎中學生參加，費用$400，弟兄姊妹可參考海報詳細內

容，或可向陳志輝傳道查詢及報名。 

8) 藍田堂的基督少年軍 200 分隊今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於匯景花園六樓平台

售賣「樂滿罐」籌款，以支持香港基督少年軍事工。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5. 殿樂 ..........................................Rejoice, O my Soul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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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一   星期六   主日 

        主日崇拜(早堂) 09:00 am-10:15 am  

星期二   福蔭團契 2:00 pm-4:00 pm (逢第二週)   主日崇拜(午堂) 11:30 am-12:45 pm  

以諾長者團契 2:30 pm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祈禱查經班 
7:30 pm-9:00 pm 

(逢星期二晚上) 
  
  

  兒童主日學(午堂) 11:30 am-12:45 pm  
成人詩班 5:00 pm 

星期四   大衛團 8:00 pm   中學級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馬利亞婦女團 9:30 am   約珥團  8:00 pm   成人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星期五   約書亞團(青年) 8:00 pm   兒童詩班 10:30 am-11:15 am  

以斯帖婦女團 7:15 pm (逢第二及第四週)   提摩太團(青成年) 8:00 pm   以利沙團(中學生) 12:00 pm-1:00 pm  

尼希米團 7:30 pm 

  雅 各 團(青成年) 8:00 pm   家庭團契 
2:00 pm-4:00 pm 

(約一季一次) 男士組 8:00 pm (逢第一及第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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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鄭義森先生 鄭義森先生 郭秀芬姑娘 郭秀芬姑娘

主席: 林瑞萍姊妹 林瑞萍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文蓮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文蓮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陳曉晴姊妹 周　悠姊妹 陳曉晴姊妹 楊穎君姊妹 林翠恩姊妹 楊穎君姊妹 林翠恩姊妹

招待: 林燕芬姊妹 趙惠蘭姊妹 李淑蓮姊妹 康　全弟兄 何玉燕姊妹 林笑寶姊妹 梁淑敏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連卓欣弟兄 鄧愛賢姊妹 梁廣深弟兄 邱頌詩姊妹 蔡月媚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子仁弟兄 譚慧冰姊妹

當值: 黃翠屏姊妹 葉德誠弟兄 惲保羅弟兄 余文耀執事 林景輝弟兄 周錦照弟兄 朱麗麗姊妹 馬志國弟兄

影音: 梁志強弟兄 李芷珊姊妹 吳兆隆弟兄 陳喜洋弟兄 郭浩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李建業弟兄 藍天晴姊妹

執事: 麥穎珊執事 林禮標執事 張漢榮執事 雷偉勝執事

司數: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插花: 朱滔聰執事 林義妹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李寶玲姊妹 劉翠琴姊妹 李寶玲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方早晞姊妹 毛家寧姊妹 方早晞姊妹 毛家寧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李偉倫弟兄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方麗玲姊妹 李偉倫弟兄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呂淑琼姊妹

溫柔: 吳綺薇姊妹 雷朗昕姊妹 麥穎珊執事 鄭翠珊姊妹 吳綺薇姊妹 雷朗昕姊妹 麥穎珊執事 鄭翠珊姊妹

和平: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梁麗珠姊妹 林瑞馨姊妹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梁麗珠姊妹 林瑞馨姊妹

喜樂: 何玉燕姊妹 杜小青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何玉燕姊妹 杜小青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暫　停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暫　停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三一主日（白）(5月 22日) 聖靈降臨節（紅）(5月 15日) 

常費 : chayl 012 3000 Lo Hau Fu 1000 主知名H592 4500 主知名H617 3000 主知名I385 2500

主知名I489 1000 主知名I661 1900 主知名I662 2000 主知名I674 9900 主知名I676 3000

主知名I686 10000 主知名I701 200 主知名I706 7000 主知名I746 2000 主知名I888 500

余文耀夫婦 4000 林雲坤弟兄 1000 陳章浩弟兄 1000 陳詠芬謝少珍 500 黃香娣姊妹 3500

雷瑞玉姊妹 1800 劉麗梅姊妹 1600

慈惠 : Mok Suet Ching 500

感恩 : Mok Suet Ching 1500 主知名E468 200 主知名I004 200 主知名I706 2000 主知名I721 500

主知名I741 1200 林才明弟兄 100 施懿君許秀良 2500 黃美河姊妹 300 劉匡姊妹 200

鄭倩雲姊妹 500 簡雪萍姊妹 1000

發展 : Chiu Wai Yi 2000 主知名H323 2000 梁元芳夫婦 5000 麥淑容姊妹 3000

鮮花 : Chiu Wai Yi 300

其他 : 主知名G565 100 主知名H592 500 主知名I676 500 主知名I681 6500 主知名I706 500

主知名I721 500 主知名I780 800 廖國浦李玉清 600 劉匡姊妹 500 鄧顯昌弟兄 3000

鄭倩雲姊妹 500

本月奉獻累積: $252,056  (包括發展及購堂: $14,000; 影音: $16,000)

每月奉獻目標: $48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113,039

本週獻花: 趙惠儀姊妹

************************************************  奉獻芳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