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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系列(三) : 憑信承載應許的生命 
 

  在過去一段時間曾用約書亞記靈修退省歷程中，讀到約書亞記開首部分第一章，

提及約書亞的出現是基於摩西死了以後，約書亞被神呼召接下摩西帶領以色列人的

領導棒子，引領下一代以色列民向著神所應許之地進發，約書亞就在這交棒與接棒的

重要時刻的開端，耶和華神藉著勉勵說話給約書亞打了一枝強心針，讓約書亞在接任

領導角色上得著信心與勇氣的力量。所以約書亞能成為新一代被神使用的信心僕人，

並非是憑一己之才能或力量便成事，而是憑著從神而來的大能覆庇和信實恩典彰顯

於整個以色列群體之中才能成功。 

 

  從整部約書亞記之中有重複提及的經文是「耶和華已將那地交在以色列人的手

裡……」，從而約書亞在帶領以色列民攻取各地其間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得勝，以致約

書亞也不得不承認得勝的兵器是在乎耶和華，因為耶和華一直照祂所應許約書亞的

「……必與他和以色列人同在」。還有約書亞之所以得著信心與勇氣不斷攻取耶利哥

城、南地各城、基遍等地，不是憑著戰術才智，乃是憑著從神而來的吩咐；慬守遵行

摩西律法，不偏離左右，以致他與以色列人所走的道路亨通順利。不過約書亞和以色

列民也有經歷過不順利的時刻，就是攻取艾城其間因為亞干犯罪取了當滅的物，導致

以色列民失守於艾城，更嚴重的是耶和華神的同在也離開他們。 

 

  因此我們可從這位以信心承載神應許的一代領袖---約書亞，在履行從神而來的

任務歷程中，我們行事為人及作息存留都需要靠著神的大能和聽從神的吩咐，倘若我

們信心軟弱轉去靠一己能力的話，最終會換來失敗和跌倒，錯過了神的恩典和賜福 ! 

 

  最終以一首詩歌作為彼此勉勵 《行在信實的恩典中》，歌詞內容節錄自生命河靈

糧堂系列。 「神領我進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祂為我有豐盛預備，我必定

一無所缺。我心嚮往主的應許 ; 主的話語我必遵行。每一步有主的帶領，我一生跟

主向前行。我行在耶和華的信實恩典中，信實恩典中。 我行在耶和華的信實恩典中，

信實恩典中。 我以神的信實為糧 ; 嗎哪每天為我而降，引領我、試煉我。我活著單

靠神話語，我以神的信實為糧; 嗎哪每天為我而降，出曠野、入美地 ，我一生跟隨

主到底。」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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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短頌 ........................... 差遣祢聖靈 (普天頌讚詩 104b 首) ......................... 眾  立 

詩：耶穌，求來臨，差遣祢聖靈，使大地更換為新。 

眾：耶穌，求來臨，差遣祢聖靈，使大地更換為新。 

3. 宣召 ....................... 聖靈降臨節 (普天頌讚 302 首) (禱文二) ..................... 眾  立 

啟：保惠師聖靈，求祢安慰我們：使我們從灰心喪志中甦醒過來。 

應：聖靈，請來臨！ 

啟：真理的靈，求祢進入我們內心的深處：使我們能與別人溝通。 

應：聖靈，請來臨！ 

啟：賜生命的靈，求祢賜我們生命力：使我們為上主的愛與公義作見證。 

應：聖靈，請來臨！ 

4. 讚美 ................................. 頌揚聖靈 (生命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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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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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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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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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 ...........................聖靈降臨節禱文 (普天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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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唸主禱文） 

6. 歌頌 ...............................求聖靈惠臨 (生命聖詩 153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104 篇 24-34, 35 下節 ................................ 眾  坐 

羅馬書 8 章 22-27 節 

8. 獻詩 .................................. 神聖靈風 (上主聖民 39 頁) ............................... 詩  班 

9. 奉獻 ...........................神愛，懇求降臨 (普天頌讚 307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哥林多前書 1 章 18-31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王子復仇記 ............................................. 眾  坐 

12. 回應 ...............................更像我恩主 (生命聖詩 374 首) ............................ 眾  立 

1) 更像我恩主，時刻像我主；更有祂温柔，更謙和忠恕； 

更熱心工作，更加勇敢忠誠；更樂意奉獻，完成恩主使命。 ** 

2) 更像我恩主，我每日祈求；更多有力量，背我十架走； 

更盡心竭力，使主國早降臨；更充滿靈力，去尋找失喪人。 ** (間奏) 

3) 更像我恩主，靈命日增長；更充滿主愛，在人前表揚； 

更願意捨己，像主客園祈禱；更像我恩主，直到永永遠遠。 ** 

** 求主悦納，我心單獨屬祢；求主悦納，我心完全屬祢； 

懇求恩主洗除我眾愆尤，潔淨保守我，永屬祢所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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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出埃及記 30 至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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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兒童暑期聖經班(7 月 16 至 21 日上午 9:00 至 12:30)主題 : 「地球小管

家」於今日開始接受報名，名額 80 人，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之家長盡早

為子女報名參加，費用$250，截止日期為 6 月 17 日；聖經班報名表已擺

放接待處，歡迎索取及填寫後交回。 

4) 凡報名參加 5 月 22 日事奉人員退修會的肢體請於上午 9:15 前回教會報

到；並請大家禱告記念，求主帶領和使用。 

5) 執事會於 5 月 22 日(二)下午 4:30 舉行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並求主賜

智慧商討聖工。 

6) 查經祈禱會由 5 月 29 日起查考出埃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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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Batalha do sexto tom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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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林禮標弟兄 林禮標弟兄

讀經: 林恩庭姊妹 區惠娟姊妹 林恩庭姊妹 區惠娟姊妹 周　溢弟兄 林燕芬姊妹 周　溢弟兄 邱頌詩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卓恩姊妹 林溢輝弟兄

招待: 陳惠霞姊妹 何玉燕姊妹 梁淑敏姊妹 方子仁弟兄 區惠娟姊妹 林文蓮姊妹 黃菁菁姊妹 康　全弟兄

司事: 譚富霖弟兄 袁麗嬋姊妹 黃佩貞姊妹 黎鳳英姊妹 蔡月媚姊妹 李笑歡姊妹 鄒念龍弟兄 林碧蓮姊妹

當值: 孔憲榮弟兄 方艾洲弟兄 古海劍弟兄 林禮標弟兄 陳惠霞姊妹 温燕玲姊妹 劉嘉敏姊妹 鄧民亮弟兄

影音: 蔡加德弟兄 梁睿熙弟兄 徐俊榮弟兄 鄭美珍姊妹 曾偉珩弟兄 李芷珊姊妹 呂進雄弟兄 夏振傑弟兄

執事: 陳可媚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鄭穎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潘裕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讀經: 陳曉晴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余凱琳小朋友 馬曉思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劉卓言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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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可媚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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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佩鈴姊妹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何艷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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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三一主日（白／金）(5月27日) 聖靈降臨節（紅）(5月20日) 

本月累積奉獻: $283,323  (包括發展及購堂: $30,250) 上週奉獻總數: $9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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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嘉敏姊妹、陳其銘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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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