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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使徒行傳 5:17-42 
 

 過去的周六晚團契聯合查經，大家都震驚於亞拿尼亞與妻子撒非喇，因為欺騙神

而遭「嚴厲」的後果，不過這並沒有嚇怕未信的人，反而對神更敬畏，加上神繼續藉

使徒行了許多神蹟，很多人都帶著病人和被污靈纏擾的人來求醫，而且越來越多，把

聖殿都塞滿了，這樣就令當時的領袖擔心起來，恐怕使徒所傳揚有關耶穌復活的信息，

會更廣泛的傳開，迷惑更多的人。 

 

 於是猶太人的議會、大祭司等就採取行動，擒賊先擒王捉拿幾個使徒，把他們收

在獄中，企圖阻嚇其他人不要再胡來，當然他們並不是為了保衛崇高的信仰，也不是

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只是為了個人的私利—許多人變節跟隨了使徒，因而削弱自己的

勢力，於是就「滿心忌恨」。誰知神卻在晚上幫助那些無權無勢、又沒有能力抵抗的使

徒，派使者把使徒領出來—當然不是憑暴力刧獄，而是以祂的神蹟大能，並且吩咐他

們繼續在聖殿「把這生命的一切話講給百姓聽。」 

 

 到天亮，猶太議會、長老等本想傳召獄中的使徒，才發覺監門雖然緊閉，人卻不見

了，正在困感發生何事時，有人來報告使徒竟然在聖殿教導百姓，於是就派人去抓他

們回來，卻不敢使用武力，因為百姓都站在使徒的一方，支持他們了，恐怕會引起他

們擲石抗爭。這樣使徒站在猶太議會前，也無所畏懼，對於大祭司禁止他們傳講耶穌

復活的信息，他們理直氣壯的回答：「我們必須順從神，勝於順從人。」 

 

 議會的人聽了自然老羞成怒，甚至想殺害使徒，情況似乎一發不可收拾，在這危

急關頭，一個當時受眾人包括猶太議會尊重的律法師迦瑪列，就指出「不要管這些人」，

因為若他們「所謀所為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然而「若是出於神，你們就不能敗壞

他們」，神彰顯公義誰可干預？這律法師就是當時還是少年保羅的老師了。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聖三一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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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短頌 ..............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君 (崇拜短頌集 1 頁) ............ 眾  立 

 哈利路亞，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君，普天下， 

普天下充滿祂榮美。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3. 宣召 ............................ 詩篇 29 篇 1、11 節 (舊約 783 頁) .......................... 眾  立 

1 神的子民哪，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都歸給耶和華！ 

11 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 

4. 讚美 ...............................至聖三一神 (普天頌讚 317 首) ............................ 眾  立 

1 上主，全能的父神，萬有創造之宗，大地頌讚祢光榮，諸天驚歎尊崇。  ** 

2 崇拜救贖施恩主，耶穌—道成肉身，榮耀、讚美與尊榮，屬主至高權能。 ** 

3 上主，至聖的神靈，內住信徒心靈，求賜亮光常引領，直抵永生天境。  ** 
 
**至聖上主、三一神，永活、永存獨一神，聖潔主，全能神，配受崇尊永生神。 

阿們。 

5. 祈禱  ........................ 三一主日/常年期 (普天頌讚 318 首) ........................ 眾  立 

6. 歌頌 ...............................求主作我光 (普天頌讚 561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約翰福音 3 章 1-17 節 (新約 142 頁) ........................ 眾  坐 

羅馬書 8 章 12-17 節 (新約 236 頁) 

8. 獻詩 ................................... 齊頌讚祂 (恩頌聖歌 54 首) ............................... 兒童詩班 

9. 奉獻 .................................. 頌讚三一 (普天頌讚 319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馬可福音 9 章 24 節 (新約 67 頁) .......................... 眾  坐 

11. 信息 ................................................ 爸爸也祈禱 ............................................. 眾  坐 

12. 回應 ............................你們是世上的鹽 (普天頌讚 544 首) ........................ 眾  立 

1 你們是世上的鹽，神子民：建立主國王權！ 

 發揮效用─生命素質，生活在主之城！  ** 

2 你們是世上的光，神子民：彰顯上主之城！ 

 光輝聖潔照耀此世，發光為主之城！   ** 

3 你們是聖道的種子，主民：引進主國統治！ 

 憐恤、公義、生機旺發，生長在主之城！ ** 

4 我們是有福的客旅，主民！歸向主國王權！ 

 樂走主道，盼望家鄉，愛是上主土城！  ** 
 

** 實踐上主的治理：恩典、平安、憐恤； 

  實踐上主的治理：公義上主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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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馬君蕙姑娘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以斯拉記 5-10 章及尼希米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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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至 9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查閱。 

5) 執事會訂於 6 月 20 日(四)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並求主賜 

 智慧共商聖工。 

6) 2019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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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始接受報名，如有興趣參加之兒童請

填妥報名表格及連同現金$250 交會計文員 Kammy。今日截止報名，請各家

長從速報名。 

7) 藍田堂將舉辦「急救證書課程」，日期：28/7、4/8、11/8、18/8、25/8 及 

1/9，下午 1:30 至 6:30。課程時數為三十小時，課程除介紹急救原則外，

學員可認識及練習急救處理方法，包括心肺復甦法、不省人事、出血、休

克、骨折及燒傷的處理等。完成課程後，學員會被安排由聖約翰救傷隊進

行考試。經考試及格後，可獲簽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的急救證書，

有效期為 3 年。歡迎年滿 13 歲弟兄姊妹參加，費用待定。請聯絡 Kammy

報名，今日截止報名。 

8) 崇拜部現需招募職事人員參與以下事奉，共同協助崇拜順利運作，有志 

 事奉的弟兄姊妹請報名，招募表格已放在圖書閣，填妥後請投入箱內。 

 影音組：操作音響系統、控制投影片播放。 

 當值組：安排入座、維持秩序、處理突發事情等。 

9) 花藝組將開辦一個基礎課程，供有心志在教會花藝上事奉的弟兄姊妹， 

完成課堂(共四堂)要求及通過評核便可加入小組。第 1、2 堂將會在副堂

舉行，日期為 22/6 及 30/6，餘下兩堂另行通知，有心志者請聯絡教會幹

事查詢及報名。 

10) 麥志成牧師於今日到筲箕灣潮人生命堂證道。 

11) 會友黃浩科弟兄(徐潔玲 Cindy 丈夫)安息禮定於明晚 7:30 在世界殯儀館 3 

 樓明愛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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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Regent Square by C.S. Lang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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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馬君蕙姑娘 馬君蕙姑娘 張連有先生 張連有先生

主席: 楊穎君執事 楊穎君執事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讀經: 雷書昊弟兄 區惠娟姊妹 雷書昊弟兄 區惠娟姊妹 林洛琛弟兄 甄志賢弟兄 林洛琛弟兄 梁麗珠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招待: 林笑寶姊妹 區惠娟姊妹 張元娜姊妹 唐建寛姊妹 黎翠琼姊妹 張潔綾姊妹 黃菁菁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鄧愛賢姊妹 陳翠珍姊妹 何美蘭姊妹 黃曉媚姊妹 陳景安弟兄 黎蓮妹姊妹 譚建偉弟兄 盧麗雯姊妹

當值: 葉德誠弟兄 張漢榮弟兄 羅志威弟兄 馬志國弟兄 温麗儀姊妹 孔憲榮弟兄 招楚筠姊妹 林禮標弟兄

影音: 李建業弟兄 陳卓恩姊妹 蔡加德弟兄 陳喜洋弟兄 張淑敏姊妹 梁睿熙弟兄 雷偉勝弟兄 林溢謙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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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蔓菲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林二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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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　- -　-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　- -　- 陳　灝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司事: -　- -　- 劉卓言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林　臻弟兄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林　臻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何艷愛姊妹 鍾偉貞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何艷愛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林淑容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二主日（綠）(6月23日) 聖三一主日 (白/金)(6月16日) 

本月累積奉獻: $340,256  (包括發展及購堂: $47,600) 上週奉獻總數: $14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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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漢華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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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