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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當人禍變成天災 

 亞哈是個庸碌的君主，聖經形容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

嚴重。」（王上 16：30）因他娶了西頓王的女兒耶洗別為妻，這外邦公主也把自己的偶像

巴力帶來，在以色列境內興建巴力廟宇，亞哈忘記神的吩咐，不可接觸迦南人的偶像，竟

然去事奉這外邦偶像，甚至乾脆把迦南女神亞舍拉也引入來，漸漸以色列國中就充滿了不

同的偶像，結果上行下效，以色列百姓也離棄真神，盛行膜拜這些偶像假神，把神的教導

都拋諸腦後（參王上 16：29-34）。 

 
 神當然不會袖手旁觀，任由亞哈、以色列人胡作非為，於是就藉先知以利亞，向以色

列人宣告懲罰：「這幾年我若不禱告，必不降露水，也不下雨。」（王上 17：1）意思是教

訓他們不可忘記誰才是創造天地的真神，風雨都在他掌管之下，這樣全以色列地就都遭到

災旱，而且不是短暫的時間，而是持續了幾年之久，可想像百姓面對的困境：農作物失

收、糧食短缺、連飲水也短缺，過著叫苦連天的生活。 

 
 不過亞哈仍然頑梗，輕忽神的憤怒，以為可以靠己力來勝過旱災，絲毫沒有悔改之

意，仍然我行我素，讓百姓與他同受許多的苦，看不到如何可以走出這天災帶來的禍害，

卻不知道這天災根本是由人的罪惡引出來的禍。過了三年，神叫先知以利亞向偶像的祭司

下戰書，要在迦密山上與他們比試，證明那一個事奉的才是真神，最後當然是以利亞獨個

兒戰勝四百多個假神的祭司，以後百姓才如夢初醒，知道一直以來被矇騙了（參王上 18：

20-40），原來這場災禍是可以避免的，都是因為亞哈王輕視神，面對神的懲罰時還驕傲

的，愚昧的以為靠自己就可以了，結果災情完全失控，聖經對驕傲的人，有這樣的教導： 

 
「敗壞之先，人心驕傲；要得尊榮，先有謙卑。」（箴言 18：12） 

麥志成牧師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宣主榮耀 (恩頌聖歌 448 首) .............................. 眾  坐 

讓我們宣掦主榮耀！當稱頌祂！哈利路亞！ 

同來向祂敬拜，同屈膝讚美主。來敬拜祂萬有的主。 

 

3. 宣召 ................................ 詩篇 1 篇 1-3 節 (舊約 757 頁) ............................. 眾  立 

1-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 

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4. 讚美 ...............................祢的信實廣大 (生命聖詩 18 首) ........................... 眾  立 

1 祢的信實廣大，我神我天父，在祢永遠沒有轉動影兒； 

 永不改變，父神每天施憐憫，無始無終上主，施恩不盡。** 

2 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種收成，日月星辰時刻運轉不停； 

 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宰，述說天父豐盛，信實，慈愛。** 

3 祢赦免我罪過，賜永遠安寧，祢常與我同在，安慰引領； 

 求賜今天力量，明天的盼望，從天降下恩典，福樂無窮。** 

** 祢的信實廣大，祢的信實廣大，清晨復清晨，更經歷新恩； 

 我所需用祢恩手豐富預備，祢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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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惟獨耶穌 (生命聖詩 86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彌迦書 6 章 1-8 節 (舊約 1396 頁) .......................... 眾  坐 

          哥林多前書 1 章 26-31 節 (新約 250 頁) 

8. 獻詩 ................................. 來聽耶穌 (來就主席筵 10 頁) ............................. 詩  班 

9. 奉獻  ............................ Arise, shine, for thy light is come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11 章 21-26 節 (新約 110 頁) ...................... 眾  坐 

11. 信息 .................................................. 迎新接福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 Contemplation .......................................... 眾  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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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或

招待員會介紹藍田堂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詩篇 141-147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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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8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由余德淳博士主講，題目：「變幻

中的平安」，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並邀請未信主的親友赴會。另外，

有志作陪談員及招待員的弟兄姊妹，請踴躍報名，報名表已張貼在圖書閣

對出間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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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歌頌主恩 (恩頌聖歌 236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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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黃錫木愽士 黃錫木愽士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讀經: 雷書昊弟兄 鄭穎儀姊妹 雷書昊弟兄 鄭美珍姊妹 林恩庭姊妹 連卓欣弟兄 連思樺姊妹 呂潔儀執事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葉海婷姊妹 楊穎君姊妹 葉海婷姊妹 楊穎君姊妹

招待: 林笑寶姊妹 林碧蓮姊妹 黎美滿姊妹 周潔頤姊妹 陳醮英姊妹 鄭倩雲姊妹 鄭美珍姊妹 陳其銘弟兄

司事: 黃寶強弟兄 黃慧儀姊妹 方子仁弟兄 譚慧冰姊妹 陳景安弟兄 黎蓮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李靜賢姊妹

當值: 温麗儀姊妹 曾偉珩弟兄 余文耀執事 余穎欣姊妹 馬君蕙姊妹 葉德誠弟兄 呂君達執事 劉柏堅弟兄

影音: 陳朝發弟兄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執事 陳喜洋弟兄 陳貽添弟兄 鍾穎嵐姊妹 劉焯凡弟兄 鄭慧芝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李婉貞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義妹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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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梁穎童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陳曉晴姊妹 葉栢揚小朋友

司事: 劉卓言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陳樂嘉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林洛琛弟兄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林洛琛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陳可媚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陳可媚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李笑歡姊妹 王月珊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笑歡姊妹 王月珊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陳玉燕姊妹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陳玉燕姊妹

仁愛: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後第五主日(2月9日) 顯現期後第四主日(2月2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71,850 上月奉獻總額: $537,235  (包括發展及購堂: $66,100)

本週獻花: 盧麗銀姊妹、徐嘉晞姊妹、黃德祺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Q813 主知名 11140 R292 主知名 1000 T540 主知名 100 T541 主知名 4002 T542 主知名 5000
T606 主知名 500 T609 主知名 2000 T657 主知名 500 T779 主知名 2000 T802 主知名 3000

慈惠 : R292 主知名 700
感恩 : J559 主知名 500 R227 主知名 200 T207 主知名 500 T544 主知名 500 T555 主知名 500

T556 主知名 200 T778 主知名 200 T794 主知名 200 T797 主知名 1000
發展 : Q932 主知名 2400 S294 主知名 1000 T608 主知名 20000 T617 主知名 4000
教育 : R292 主知名 1000

鮮花 : T555 主知名 500 T776 主知名 3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