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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現今大學畢業已經是很普遍的事，不過仍然是找到一份好工的保證，特別是政府
工吧。小燕（註）是個獨女，自幼得天獨厚，父母花了很多心力在她身上，悉心的栽
培她—意思是不用她沾污雙手，專心於她的學業上，她也很乖巧，順利考上著名大學，
學業不成問題之餘，還看上一個英俊的男同學，雖然人家已有女友，不過小燕的強烈
佔有性格，沒有就此放棄，就憑著她也有點姿色，最終把這位男同學搶過來，使他的
女友哭鬧了幾個月，當然這只會使小燕沾沾自喜，大學畢業就立刻成婚，當時被譽為
男才女貌的一對。 
 
  丈夫是個電腦人，走上「自創企業」之路，而小燕也順利考上一份政府工作，憑
兩個人的收入，當然很快就購置了房子，生活可算是無憂，就計劃邁向下一個目標—
生小孩，小燕也像她父母精心為下一代著想，在準備懷孕前，先做了一切的檢查，和
注射防疫針以免影響胎兒—惡夢從此開始，當注射了防肺炎針後，第二天有點發燒，
以為是正常反應，誰知晚上耳朵開始聽不清楚，她還不以為意，兩、三天後繼續惡化
下去，才曉得看醫生，檢查下發現聽覺嚴重受損，而且因為延醫而變成不可逆轉了，
僥倖配戴耳機後還可補救到六、七成聽覺，不過這個打擊對她來說太大了，除了變得
沒有自信之外，還孤僻起來，加上她聽不清楚，說話也放大嗓門，同事不知道她的情
況，以為她在罵人。 
 
  這樣，生小孩的事只有暫時擱置，丈夫沒有多大意見或嫌棄她，只是她沒法接受
自己，申請轉往另一個部門—位於另一個細小城鎮中的，在她堅持下，夫婦每星期只
在周末見一次，小燕以為在小城鎮可以安靜一下，誰知她的離群卻被人排斥，令她苦
惱不已，不過她倔強的性格叫她不肯認輸，她再次計劃生小孩—另一個惡夢開始，她
還沒有預備什麼就發燒了，而且一直不退，終於要入醫院詳細檢查，糾纏了兩個星期
藥石無靈，最終醫生宣告她患上難纏的紅斑狼瘡—一種沒法根治的遺傳病，這下子天
塌下來了，小燕完全崩潰，吃類固醇把她唯一可持的美貌也毀了，身邊不少人給她奇
門偏方、求神拜佛，都不能帶給她平安，直到有一天她走投無路，走到附近一間教
堂......。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找到；叩門，就給你們開門。8 因為凡祈求的，
就得著；尋找的，就找到；叩門的，就給他開門。」（馬太 7：7-8） 
 
註：事件屬實，人名則隱藏了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五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85 篇 7-10 節 ....................................... 眾  立 

啟：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得見你的慈愛，又將你的救恩賜給我們。 

應：我要聽神—耶和華所説的話， 

  因為他必應許賜平安給他的百姓，就是他的聖民； 

  他們卻不可再轉向愚昧。 

啟：他的救恩誠然與敬畏他的人相近，使榮耀住在我們的地上。 

應：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與和平彼此相親。 

3. 讚美 .................................. 持守信仰 (普天頌讚 13 首) ............................... 眾  立 

  1) 持守信仰我今委身，奉主神聖三一威名， 

 仰望主名—獨一真神，三一奧祕：榮耀、神性。 

  2) 持守信仰我今委身，基督耶穌肉身真道， 

 約但河畔受洗為證，被釘十架買贖拯救。 

 戰勝死亡，榮耀復生，彩雲駕乘，天庭高升， 

 末日再來審判世人；我今緊隨基督一生。 

  3) 持守信仰我今委身，一生信主大能引領， 

 主目看顧，膀臂扶振，垂聽禱告，豐富供應。 

 神賜智慧，指教、輔導，親手牽引、保衞、幫助， 

 賜我聖言傳講真道，天軍天使周圍守護。 

詩：4) 主常同在，住我心內，在前牽引，在後保護， 

 主來相伴，降服我靈，賜與安慰、更新、康復。 

 在下托承，在上看顧，無論安危、靜默、憂驚， 

 主親養育愛我友朋，陌路、相知同尊主名。 

  5) 持守信仰我今委身，奉主神聖三一威名， 

 仰望主名—獨一真神，三一奧祕：榮耀、神性。 

 萬有之源，創造之本，永恆聖父、聖道、聖靈， 

 頌讚我神—權能、拯救，救恩永屬基督尊名！阿們。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一主一神恩賜多 (普天頌讚 502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40 章 1-5 節 .................................... 眾  坐 

路加福音 1 章 67-80 節 

7. 獻詩 ...........................耶穌—活水泉源 (普天頌讚 558 首) ........................ 詩  班 

8. 奉獻 ................................. 神已發言 (普天頌讚 418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以弗所書 2 章 11-22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上帝家裏的人 ........................................... 眾  坐 



 

 

 

 
11. 回應 ................................. 天下一家 (普天頌讚 498 首) .............................. 眾  立 

1) 基督耶穌曾展示天下一家真意義： 

捨己身成仁建立真團契。      ** 

2) 普天下萬國萬族，主裏合一共和睦； 

祂為眾承擔一切恨與妒。      ** 

3) 四海內同心協力，在主裏和衷共濟， 

抵擋那敗壞、分裂惡權勢。     ** 

** 讚美主真神，應許信實，天下一家，主旨必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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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遠東廣播張連有先生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利未記 25 章至民數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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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團契的蘆葦組(小學級子女)將於 7 月 8 日下午 2:00 舉行專題講座，

題目為「輕鬆教出好孩子」；講員是梁偉樂先生(余德淳訓練機構有限公司

--學界 EQ 訓練顧問)。歡迎有興趣肢體參加(同時段附設兒童團契)。 

5) 暑期大專學生內地體驗，參觀鶴山教會、探訪、農耕、兒童工作等，日期

為 8 月 3 至 7 日，費用每位 500 元，包車費、食宿(不足額教會津貼)，查

詢及報名請聯絡麥牧師或陳志輝傳道。 

6)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須週六、日及晚上上班。應徵者須中學畢業或以

上，熟悉電腦文書和影音操作，主動盡責，善於溝通，重團隊精神。如有

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弟兄姊妹可向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查詢詳情。 

7) 會友陳其銘之母親(林香)於 6 月 4 日離世，已訂於 7 月 7 日晚在鑽石山殯

儀館守夜。求主安慰弟兄及其家人。 

8)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已向執事會請辭，離職日期為 2018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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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Jesus, my life's life (Op. 146 No. 16)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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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張連有先生 張連有先生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陳永祐弟兄 陳永祐弟兄

讀經: 方早晞姊妹 區惠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徐俊榮弟兄 李芷珊姊妹 連卓欣弟兄 謝詠童姊妹 周家揚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梁頌康弟兄 陳卓恩姊妹 梁頌康弟兄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楊美美姊妹 鄧柏齡弟兄 葉翠蓮姊妹 鄧孔炤弟兄 李燕怡執事 林義妹姊妹 陳可媚執事 黃嘉鳳姊妹

司事: 朱月萍姊妹 李翠碧姊妹 謝月芬姊妹 莫雪貞姊妹 葉蔓菲姊妹 何少鳳姊妹 邱頌詩姊妹 林碧蓮姊妹

當值: 張漢榮弟兄 麥淑容姊妹 羅志威弟兄 曾建恆弟兄 區惠娟姊妹 甄志賢弟兄 彭秀群姊妹 呂君達弟兄

影音: 張淑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劉焯凡弟兄 鄭心怡姊妹 梁志強弟兄 王月珊姊妹 許偉賢弟兄 藍天晴姊妹

執事: 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王偉樂執事 楊穎君執事

插花/司數: 吳綺薇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楊明麗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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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甄樂陶弟兄 甄樂陶弟兄

讀經: 盧穎君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楊展昀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司事: 梁諾希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馬曉詠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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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何艷愛姊妹 葉佩鈴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葉翠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綽盈姊妹 楊慧玲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趙修培姊妹 周寶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六主日（綠）(7月1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五主日（綠）(6月24日) 

本月累積奉獻: $411,480  (包括發展及購堂: $44,500) 上週奉獻總數: $8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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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婉貞姊妹、袁維天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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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