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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升天與聖靈降臨 
 

  耶穌基督復活後四十日升天，離開門徒回到父上帝那裡；而門徒亦在這天領受耶

穌的差遣，把福音傳到地極。「升天日」是五十天復活期中的一個重要節日(必定在星

期四)；而升天日後的十天又稱為「升天期」，讓信徒以能專注地等候聖靈降臨日的來

臨。 

 

  升天日後的主日(即今天)，傳統上又稱為「盼望主日」，強調信徒等候和期待聖靈

的來臨，同時也盼望主基督的再臨。升天事件使耶穌從肉身於塵世事奉轉向了天上的

事奉，亦是基督工作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在這天之前，基督以「道」成了肉身在世上

工作；在這天之後，上帝所差遣的聖靈將繼續基督在世的工作。(如要深入了解耶穌

升天事件對我們的意義，可參看「耶穌基督因何要升天？」1。) 

 

  從整個教會年曆來看，四十天的預苦期用以認識自己不過是塵土，從而謙卑及回

轉歸向神；而首四十天的復活期則用以認識主基督，並效法及遵行祂的吩咐，作主忠

心的門徒；至於升天日後十天是為預備期，預備心靈迎接聖靈的降臨。基督復活日至

聖靈降臨日(下主日)的五十天，教會稱為復活期，又稱為「光榮五十天」。信仰群體將

得到聖靈的保守與引導，以生命實踐基督的信仰。 

 

  讓我們藉今天的崇拜慶祝我們的大牧人主基督榮升天庭，重回光榮的國度之同

時；更好好預備自己，警醒等候聖靈的降臨並充滿。在聖靈的力量裡歡欣喜樂，努力

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喜訊。「但真理的靈來的時候，他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真理…並

且要把將要來的事向你們傳達。」(約 16:13) 

 

麥呂曼珍師母 

 

(參：「崇拜禮文」，香港聖公會禮儀專責委員會。二○一七年五月十九日修訂。) 

                                                 
1 https://www.gotquestions.org/T-Chinese/T-Chinese-Jesus-ascension.html 

http://www.gotquestions.org「耶/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三日雙親主日崇拜程序 

升天節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主復活高升榮庭 (普天頌讚 295 首) ........................ 眾  立 

1) 救主未選火燄戰車、銅鈸、角聲！ 

祂卻靜悄馬槽降生，救主離去， 

天父迎接聖子，擁抱、高舉！ 

3. 宣召 ................................. 始禮禱文 (普天頌讚 292 首) .............................. 眾  立 

啟：耶穌基督已高升天堂，坐在上主的右邊， 

  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的，都服在祂的腳下。 

應：我們既有一位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上主的兒子耶穌， 

  就當持定所信的道。一同讚頌祂的聖名！ 

啟：救恩屬乎我們的上主：那坐在寶座上的和羔羊！ 

應：願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能與大力都歸與我們的上主， 

  直到永永遠遠！ 

啟：阿利路亞！阿們！ 

應：阿利路亞！ 

4. 讚美 ................................. 基督凱旋 (普天頌讚 297 首) .............................. 眾  立 

   1) 我眾讚美復活恩主，升上高天父座旁， 

 天使天軍充滿敬畏，勝死救主同稱揚。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基督凱旋，榮耀王。 

   2) 祂曾捨棄天上榮華，降臨世塵歷劫難， 

 現在得勝，駕雲升騰，高天重戴榮耀冕。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基督掌權到永遠。 

   3) 我主厚賜天上豐富，垂聽禱告樂施恩， 

 復興、得贖、警醒、守望，永作基督勝利軍。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天父恩澤惠然臨。  (間奏) 

   4) 祂今囑咐我眾宣揚，安慰驚恐拯失喪， 

 應許再臨，充滿榮耀，引領眾子回天鄉。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主必快來！我盼望。 

詩班： 阿們，阿們。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上主榮耀再來 (普天頌讚 298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使徒行傳 1 章 1-11 節 .................................... 眾  坐 

以弗所書 1 章 15-23 節 

8. 獻詩 .............................歡呼上主高升 (普天頌讚 289 首) .......................... 詩  班 

9. 奉獻 ...................................... Take Time to Be Holy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以賽亞書 49 章 14-18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神愛中的重建 ........................................... 眾  坐 

12. 回應 .............................我永不忘記你 (生命聖詩 300 首) .......................... 眾  立 

1) 主寶貴應許：“我永不忘記你，”無何事能使我與救主分離； 

縱然要經過極黑暗的幽谷，那邊卻是永遠光明的美地。    ** 

2) 信靠主應許：“我永不忘記你，”我今唱喜樂歌，一直走向前； 

世人雖藐視，朋友縱都遠離，我在天上美家永遠被記念。   ** (間奏) 

3) 當那榮耀日，我站在金門前，災難已成過去，再没有愁苦； 

何等的快樂，聽到天上恩言：“歡迎忠心僕人回家享永福。” ** 

** 我永不忘記你或離棄你，我手永遠托住，我臂永遠扶持； 

我永不忘記你或離棄你，我是你救贖主，必然看顧你。 

13. 公禱、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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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滙基堂堂主任雷翊揚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出埃及記 23 至 29 章。弟兄姊妹只要登

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 

4) 青成聯合團契於 5 月 19 日（六）晚上 8:00-10:00 舉辦聖經專題，題目為：

為何基督徒要讀舊約？（一個神學家的看法），講員高銘謙博士，歡迎弟

兄姊妹一同參與。 

5) 本年度的事奉人員退修會定於 5 月 22 日於本堂舉行，誠邀所有參與事奉

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留意相關海報。現開始報名。 

6) 恭賀余文耀、楊明麗夫婦新翁之喜，兒子冠鋒定於 5 月 20 日下午 3 時正

假座長沙灣幸福街 1 號以馬內利浸信會舉行結婚典禮，誠邀弟兄姊妹蒞

臨，共證婚盟，僅此致賀。 

7) 麥牧師於 5 月 10 至 13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8) 公禱事項： 

 為教牧同工的身心靈及藍田堂聘請同工禱告。 

 為大專生於考試期內預備及暑期安排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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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Voluntary by Samuel Wesley (1766-1837)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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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雷翊揚牧師 雷翊揚牧師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連思樺姊妹 顧建德弟兄 連思樺姊妹 呂潔儀執事 林恩庭姊妹 區惠娟姊妹 林恩庭姊妹 區惠娟姊妹

司琴: 林溢輝弟兄 朱天諾姊妹 林溢輝弟兄 朱天諾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趙惠蘭姊妹 陳醮英姊妹 黎美滿姊妹 周寶頤姊妹 林燕芬姊妹 何玉燕姊妹 梁淑敏姊妹 方子仁弟兄

司事: 陳景安弟兄 黎蓮妹姊妹 何美蘭姊妹 盧麗銀姊妹 譚富霖弟兄 袁麗嬋姊妹 黃佩貞姊妹 黎鳳英姊妹

當值: 林景輝弟兄 麥永佳姊妹 劉柏堅弟兄 羅志威弟兄 孔憲榮弟兄 方艾洲弟兄 古海劍弟兄 林禮標弟兄

影音: 梁志強弟兄 李雪葵姊妹 林殷宏執事 鄭慧芝姊妹 蔡加德弟兄 梁睿熙弟兄 徐俊榮弟兄 鄭美珍姊妹

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執事 陳可媚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錢惠如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朱滔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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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陳　灝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陳曉晴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司事: 梁諾希小朋友 羅卓翹小朋友 余凱琳小朋友 馬曉思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施慧君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林滿泰弟兄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葉佩鈴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葉翠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鍾偉貞姊妹 葉翠妍姊妹 葉翠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鍾偉貞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趙修培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林淑容姊妹 趙修培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節（紅）(5月20日) 升天節後主日（白／金）(5月13日) 

本月累積奉獻: $190,484  (包括發展及購堂: $23,400) 上週奉獻總數: $190,484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葉玉芳姊妹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