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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七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期第六主日 (白)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66 篇 8、16 節 (舊約 823 頁) 眾立 

8 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神，使人得聽讚美他的聲音。 

16 敬畏神的人哪，你們都來聽！我要述說他為我所做的事。 

3. 讚美：慶主復活 (生命聖詩 127 首) 眾立 

**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 1 天父兒女，齊聲歌唱，榮耀之主，天庭之王， 

墓中復起，戰勝死亡。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2 復活之晨，黎明初臨，忠心婦女，聯袂前奔， 

欲尋安放聖體之墳。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3 忽見天使，身穿白衣，坐在墓口，發出宣示： 

“祂已復活往加利利。”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4 有人未見復活之主，卻能持守信心堅固， 

他們必得永生之福。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5 復活之日最為神聖，以心以口向主歌頌， 

讚美聲中喜樂融融。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生命聖詩 130 首) 眾坐 

1 天父愛子由天至，常經憂患遭厭棄， 

拯救罪人脫永死，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2 受盡羞辱與欺凌，為我贖罪受苦刑， 

藉主寶血得潔淨，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3 我滿罪污無蔭庇，祂是聖羔無瑕疵， 

救贖大功真希奇！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4 主釘十架捨生命，救世使命已完成， 

今居至高榮美城，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5 榮耀君王再來時，迎接聖徒上天衢， 

齊頌主名唱新詩，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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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約翰福音 14 章 15-21 節 (新約 165 頁) 

15 「你們若愛我，就會遵守我的命令。 

16 我要求父，父就賜給你們另外一位保惠師， 

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17 他就是真理的靈，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為他們既看不見他，也不認識他； 

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 

18 我不會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 

19 再過不久，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會看見我， 

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 

20 到那日，你們就會知道我在父裏面， 

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 

21 有了我的命令而又遵守的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人，我父要愛他，我也要愛他， 

並且要親自向他顯現。」 

 

彼得前書 3 章 15-22 節 (新約 372 頁) 

15 只要心裏奉主基督為聖，尊他為主。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隨時準備答覆； 

16 不過，要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 

要存無虧的良心，使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 

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們在基督裏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 

17 神的旨意若是要你們因行善受苦，這總比因行惡受苦好。 

18 因為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為要引領你們到神面前。 

在肉體裏，他被治死；但在靈裏，他復活了。 

19 他藉這靈也曾去向那些在監獄裏的靈傳道， 

20 就是那些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 

當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 

21 這水所預表的洗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的復活拯救你們， 

不是除掉肉體的污穢，而是向神懇求有無虧的良心。 

22 耶穌已經到天上去，在神的右邊， 

眾天使、有權柄的、有權能的都服從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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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應 (奉獻)：釋除疑念 (普天頌讚 286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以斯拉記 3 章 (舊約 649 頁) 眾坐 

1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裏； 

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2 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和他的弟兄眾祭司， 

以及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他的弟兄， 

都起來建築以色列神的壇，要照神人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 

在壇上獻燔祭。 

3 他們在原有的根基上築壇，因為他們懼怕鄰邦民族， 

又在其上向耶和華早晚獻燔祭， 

4 並照律法書上所寫的守住棚節，按數照例每日獻所當獻的燔祭。 

5 此後，他們獻常獻的燔祭， 

並在初一和耶和華一切分別為聖的節期獻祭， 

又向耶和華獻各人的甘心祭。 

6 從七月初一起，雖然耶和華殿的根基尚未立定， 

他們開始向耶和華獻燔祭。 

7 他們把銀子給石匠、木匠，把糧食、酒、油給西頓人、推羅人，
好將香柏樹從黎巴嫩浮海運到約帕， 

是照波斯王居魯士所允准他們的。 

8 他們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第二年，二月的時候， 

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和其餘的弟兄， 

就是祭司和利未人，以及所有被擄歸回耶路撒冷的人， 

就開工建造； 

他們派二十歲以上的利未人，監督建造耶和華殿的工作。 

9 於是何達威雅的後裔，就是耶書亞和他的子孫與弟兄、 

甲篾和他的子孫，他們和利未人希拿達的子孫與弟兄， 

都起來如同一人，監督那些在神殿裏做工的人。 

10 工匠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時候，祭司穿禮服吹號， 

利未人亞薩的子孫敲鈸，都照以色列王大衛親手所定的， 

站著讚美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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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他們彼此唱和，讚美稱謝耶和華： 

「他本為善，他向以色列永施慈愛。」 

他們讚美耶和華的時候，眾百姓大聲呼喊， 

因為耶和華殿的根基已經立定。 

12 然而有許多祭司、利未人和族長，就是見過先前那殿的老年人，
現在親眼看見這殿立了根基，就大聲哭號， 

也有許多人大聲歡呼， 

13 百姓不能分辨歡呼的聲音或哭號的聲音， 

因為百姓大聲呼喊，聲音連遠處都可聽到。 

9. 信息：現在就是時侯 眾坐 

10. 回應：萬世戰爭 (生命聖詩 382 首) 眾立 

1 信徒看哪，萬世戰爭已臨我們時代，無數軍兵攜械披甲， 

集合嚴陣以待；你是否為忠勇戰士，站在信徒隊中？ 

是否立誓向主盡忠？是否剛強奮勇？  ** 

2 看這世界目前景象，正沈淪在罪中，主大使命長久以來 

無人注意遵從；現在請看神國兒女，攜手同心合意， 

勇往直前努力爭戰，要搶救這美地。  ** 

3 神的教會正在醒起，熱心傳揚真理，看她已在祭壇獻上 

佳美珍貴活祭；寶貴光陰瞬即過去，世界終局將臨， 

事主機會快要消逝，現在趁時救人。  **  
** 是否你見此異象？是否你心激動？是否你應主呼召？ 

是否你願聽從？萬世戰爭已經來臨，聖經預言已經明載， 

戰爭狂濤臨到我們，臨到我們時代。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慶賀主復活 (生命聖詩 131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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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司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和平:

喜樂:

仁愛:

李芷珊姊妹 甄志賢弟兄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李婉貞執事

麥淑容姊妹

*** 合 堂 ***

待定 待定

陳可媚姊妹

戴志遠弟兄

徐俊榮執事

柯思敏姊妹

林文蓮姊妹 周潔頤姊妹

謝月芬姊妹

*** 合 堂 ***

張連有先生

鄧玉芬姊妹

葉海婷姊妹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余文耀執事

麥志成牧師

楊穎君姊妹

連思樺姊妹 連卓欣弟兄

雷偉勝執事 陳可媚姊妹

陳卓恩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主升天主日（白）(5月24日) 復活期第六主日（白）(5月17日) 

上週奉獻總數: $106,480 本月累積奉獻: $165,094  (包括發展及購堂: $17,370)

本週獻花: 劉嘉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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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92 主知名 10000 *0093 主知名 3000 *0094 主知名 16000 *0096 主知名 1000 *0097 主知名 2500
*0098 主知名 1000 *0099 主知名 1500 *0100 主知名 1000 *0102 主知名 1000 *0103 主知名 200
*0104 主知名 10000 *0106 主知名 2000 *0107 主知名 4000 *0109 主知名 4500 Q646 主知名 1600
S731 主知名 4000 S821 主知名 1000 T135 主知名 450 T156 主知名 1900 T782 主知名 2000
U064 主知名 11730 U507 主知名 3000

慈惠 : U514 主知名 300
感恩 : *0095 主知名 3000 T144 主知名 1350 T145 主知名 1800

發展 : *0103 主知名 200 *0105 主知名 3000 *0108 主知名 1750 *0110 主知名 10000 S731 主知名 100
差傳 : S731 主知名 1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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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疫情下全球生態與保育的再思 
 

 全球人類活在新冠肺炎疫情陰霾下已超過一百多天了 ! 從各國傳媒均大肆
報導疫情最新消息，當中也報導有關疫情對全球人類攘成健康威脅資訊，正當
各國領袖及衛生疾控中心部門人員在疲於奔命忙於商討防控疫情蔓延對策之
際。另一邊廂也有傳媒報導這疫情對全球經濟、民生、衛生環境、生態保育等
衍生出的問題和影響，總是令人憂心忡忡 ! 尤其是全球生態環境保護問題更成
為各國傳媒報導其中一個的焦點，現筆者嘗試將之撮要，看看帶給我們世人有
甚麼值得關注之處，現分列如下 :-  
 
1. 香港---網上媒體香港 01 : 報導指出自從香港爆發疫情和政府頒布「限聚令」

下，回收公司每星期從社區中收回約 5000 件即棄餐具，此外在荃灣一回收
場收回的發泡膠飯盒以層層疊方式擺放下可直搗工廈單位的天花板上。 

2. 荷蘭---創意風格生活網 : 訪問了一位來自荷蘭權威趨勢專家 Li Edelkoort

反映目前世界時尚產業存在多年積弊，形成人類失控的消費主義模式及現
代人過度依賴航空旅行現象，導致地球被受污染。 

3. 英國---來自華爾街日報記者拍攝到英國在封城及禁足令下，煙霧瀰漫的大
城市變得空氣清新、晚上天際得見滿天繁星。與及在人類足不出戶之下英國
威爾斯小鎮街道上可見眾多山羊踏進街上開動物派對和無人的海灘上見海
龜在岸上產卵。 

4. 印度---來自風傳媒記者報導在印度新德里本是空污之都，但在疫情影響下
大部分工廠和商店關閉，城市罕有地呈現藍天白雲，空氣 PM2.52 濃度較去
年下降了 40%，空氣與質素表現有史以來創下佳績。還有住在印度北旁遮
普省賈朗達爾市的居民，能在一大清早起床得見十年一遇的 160 公里外之
喜馬拉雅山脈白雪皚皚的山稜線，風光如畫。 

5. 美國---根據美國太空總署數據錄得美國東北部城市中有毒氣體二氧化氮濃
度較去年減了 30%、歐洲各大都市空氣有毒氣體也減了 49%、西班牙馬德
里減了 48%、法國巴黎減了 54%、中國排放廢氣也顯著地下降，這有賴於
封城而帶來淨化空氣的效果。 

6. 美國芝加哥---有記者拍攝芝加哥市中心及舊金山金門大橋罕有地見到狼的
蹤跡。 

7. 智利聖地牙哥---見美洲獅在城市中逛街。 

8. 威尼斯---河水異常的清澈。 
 

從上述媒體報導部分國家在封城令下的環境現象在向我們說明，在地球上生
活的人類已將上帝所創造的大自然美景及把地球上的海、陸、空美麗生態秩序
已經弄得一團糟; 導致生存於海上的生物和陸地上的野生動物不敢在人類出沒
的地方生活，十分害怕再走近人類。而人類因著經濟活動、交通出行和生活上
耗用的電力也導致碳排放量嚴重超標致令空氣中含有毒氣體。或許這場新冠肺
炎疫症在喚醒人類十分需要平衡管理和保養顧惜上帝所造的自然界及所有生
物，並要懂得為生存於海、陸、空中的動物及植物留有一線生機 ; 否則人類將
不斷面臨生態失衡和失序的浩劫。疫症在帶給全球人類正面信息 : 人之適時歇
息，卻是地球之洗滌。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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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者，

留下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

聚會。 

2)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以賽亞書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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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24/5 及往後之崇拜安排，請留意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
網頁公佈有關詳情，查詢: 23469681。 

4) 執事會訂於 5 月 21 日(四) 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時

間，並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5) 本堂 35 週年堂慶培靈會，將於 6 月 6 日(六)晚上 8:00-9:30 舉
行。主題：順逆從主的召命人生，講員：區伯平牧師 ─ 宣道
會香港區聯會義務牧顧長。聚會形式暫定網上直播，請參閱本
堂網頁內最新消息、Facebook 有關詳情。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
參與聚會。 

6) 本年兒童暑期聖經班擬定於 8 月 21 至 23 日舉行，主題 ：
「逆勇向前行」名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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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升
讀年級），稍後公佈有關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