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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與前行 

 

雲彩幾時從帳幕上升，以色列人就幾時起行；雲彩在哪裏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裏安

營。以色列人遵照耶和華的指示起行，也遵照耶和華的指示安營。雲彩在帳幕上停留

多久，他們就留在營裏多久。雲彩在帳幕上停留許多日子，以色列人就遵照耶和華的

吩咐不起行。(民九 17-19 ) 

 

曠野，是逆境的表徵，是上帝訓練以色列人的場地，是他們走進應許地之前，一個必

需體驗的生命課程。慢慢走，有些顛簸難行的路，就是不肯讓你急，你就只得沉著前

行。有些人，你就是改變不了多少；有些事情，你也得暫時黙然接受；有些體會、領

悟，你就得讓它慢慢沉澱。有些痛，你亦只得等它漸漸結痂。勉強衝著走，人會累，

腿會發酸，心會麻目。走得慢，才能感受脈搏的跳動，聆聽心的悸動，看清沿途風景

帶給你的鼓勵與提醒，留意埋伏在暗角的陷阱和野獸，篩選能給你養份的人和事。有

時停下來，才能回望路途上你留下的眼淚和血汗，有空間清洗不慎弄到的傷口，並腳

上、臉上的塵埃，尋回你遺落的記憶，帶走被你遺下那軟弱不安的自己。更重要的是，

免得你衝得滿身瘀傷，哭著要放棄回頭。慢慢走，你才能留意自己的脆弱、任性和叛

逆，敏感心底的需要；你才會懂得好好照顧、保護自己；你才肯細聽聖靈的聲音、細

看天父的工作。就是這樣，你才能走得遠 ，找到天父給你的幸福，一個流奶與蜜之地。 

 

前面有更美的目的地在等著你。但卻不是自己橫衝直撞，或靠一己的聰明、魄力奮勇

向前就可以。現在的寸步難行，驚途駭浪，襟足見肘，煙霧瀰漫，路斜夜深，好像都

在游說你：「算了，不要再向前，回去吧！」就在這刻，請你仰望長空，如火的雲彩，

就在你之上，温馨地提醒你： 你的每一步，都有天父的引導，祂細心的看顧，從不

間斷的同行。有一天，祂一定帶你走進幸福。幸福的開始，是你認識那位守承諾的上

帝，無論怎樣，都不會中途遺棄你。祂明白你的脆弱，接納你的限制，回應你的需要，

提醒你的魯莽、任性。祂能夠耐心地一步一步陪你慢慢走向真正的幸福。亦唯有祂，

知道如何帶你去那個你應該去的目的地。希望你用心等待，以信心繼續前行！ 

 

江慕慈姑娘 



 

 

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七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預苦期第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詩篇 27 篇 1、6 下節 (舊約 781 頁) ........................ 眾  立 

啓： 1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 

耶和華是我生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 

應： 6 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獻祭，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 

3. 讚美 ................................. 四旬禁食 (普天頌讚 210 首) .............................. 眾  立 

1 主於曠野四十天禁食、禱告，心誠虔； 

雖經惡魔多試探，寸心清潔始終堅。 

2 我當隨主分主憂，世上歡愉不復求； 

從主禁食常祈禱，願共痛苦，願共愁。 

3 倘遇撒但苦相迫，害我身心傷靈魂， 

 主在曠野曾贏敵，靠主剛強定完全。  （間奏） 

4 救主，求祢保護我，時常領我近祢懷， 

 與主死、生常聯合，終享永生主同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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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生命樹奧祕 (普天頌讚 216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27 篇 7-14 節 (舊約 781 頁) ........................... 眾  坐 

路加福音 13 章 31-35 節 (新約 115 頁) 

7. 獻詩 .................................. 重價大愛 (普天頌讚 212 首) .............................. 詩  班 

8. 奉獻 ..............................來就上主羔羊 (普天頌讚 218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阿摩司書 3 章 1-15 節 (舊約 1368 頁) ....................... 眾  坐 

10. 信息 ....................................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 ................................. 眾  坐 

11. 回應 .................................. 與主偕行 (普天頌讚 671 首) .............................. 眾  立 

1 求主容我與祢偕行，忠心服務，謙卑、真誠； 

求主賜我智慧、祕訣，助我能擔重壓、艱辛。 

2 求主賜我嘉言愛語感化心靈，開導頑愚； 

使我引領迷路眾人，歸回羊圈，奔走天程。 

默想：3 求主賜我忍耐、恆心，與主同工，親密日增， 

虔信公理戰勝萬惡，能勇，能仁，奮鬥前進。 

4 求主助我永守偉望，無限前程，遠大光明， 

無上平安惟主能賜，救主，容我永遠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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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歷代志上 3 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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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團將於 3 月 19 日(二)上午 10 時於副堂舉行長者健康講座，主題為

「膽固醇睇真啲」，歡迎 60 歲或以上肢體參加。 

4) 執事會訂於 3 月 21 日(四)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並求主

賜智慧商討聖工。 

5)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社會服務全港賣旗日將於 2019 年 4 月 13 日（六）舉

行，現正招募義工，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可填寫報名表，截止報名日期為 3

月 24 日，請參閱海報或向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查詢詳情。 

6) 3 月 31 日至 5 月 19 日逢主日上午 10:30-11:15 有「福音研經課程」，共

8 堂，由郭小姬姊妹任教。弟兄姊妹請參閱電子屏幕或張貼於圖書櫃門

的海報有關詳情，報名表放在圖書櫃前的長枱上，歡迎初信者及對基督

教信仰有興趣之朋友報名參加。 

7) 2019 年神學主日學將於 5 月 2 日開始，逢星期四晚上 7:45 至 9:30 於本

堂舉行。課程名稱是「解構啟示錄」，共 5 堂，由黃漢輝博士(信義宗神

學院新約副教授)任教。有興趣的弟兄姊妹請於報名表上報名，截止日期

為 4 月 28 日。請參閱海報有關詳情。 

8) 2019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將於 7 月 15 至 20 日舉行，主題：「大舞台、小

演員」名額 80 人，時間：上午 9:00 至 12:30，地點：藍田堂，歡迎小

一至小六兒童參加（2019 年 9 月升讀年級），請家長為子女預留時間出

席。請各家長密切留意宣傳海報。 

9) 2018 年至 2019 年度奉獻收據截數日定為 3 月 31 日(下午 1:00 前)，往後

所收的奉獻將撥入下一年度計算。 

10) 教育部已整理圖書櫃，部份圖書放在圖書櫃前的長枱，歡迎弟兄姊妹在 4

月 1 日前自由領取。 

11) 會友鄭穎儀姊妹母親(陳淑卿姊妹)之安息禮於今天晚上 6:00 在萬國殯儀館 3

樓慈恩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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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Oh, the deep, deep love of Jes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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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秀蓮牧師 朱秀蓮牧師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讀經: 林恩庭姊妹 馬君蕙姊妹 林恩庭姊妹 彭秀群姊妹 雷書昊弟兄 李燕怡執事 雷書昊弟兄 黃佩貞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朱天諾姊妹 周　悠姊妹 朱天諾姊妹 周　悠姊妹 梁頌康弟兄 周　悠姊妹 梁頌康弟兄

招待: 林笑寶姊妹 陳惠霞姊妹 李淑蓮姊妹 温寶儀姊妹 趙惠蘭姊妹 鄧柏齡弟兄 方子仁弟兄 葉翠蓮姊妹

司事: 鄧愛賢姊妹 陳翠珍姊妹 鄒念龍弟兄 黃曉媚姊妹 李笑歡姊妹 黎蓮妹姊妹 譚建偉弟兄 黎鳳英姊妹

當值: 曾偉珩弟兄 余文耀執事 呂君達執事 黃香娣姊妹 孔憲榮弟兄 葉德誠弟兄 余穎欣姊妹 招楚筠姊妹

影音: 陳永祐執事 梁睿熙弟兄 雷偉勝弟兄 鄭美珍姊妹 陳朝發弟兄 林溢謙弟兄 劉焯凡弟兄 陳其銘弟兄

執事: 李燕怡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貽添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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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　- -　-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讀經: -　- -　- 陳　灝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司事: -　- -　- 劉卓言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黃麗堅姊妹 溫燕玲姊妹 李燕怡執事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陳可媚姊妹 王月珊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芷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王月珊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羅啟然姊妹 林笑寶姊妹 夏麗婷姊妹 陳敬蓮姊妹 羅啟然姊妹 林笑寶姊妹 夏麗婷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寶頤姊妹

 
預苦期第三主日（紫）(3月24日) 預苦期第二主日（紫）(3月17日) 

本月累積奉獻: $427,041  (包括發展及購堂: $69,401) 上週奉獻總數: $198,974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葉德誠夫婦、黃浩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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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