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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復活期第七主日 (白)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彼得前書 4 章 12-14 節 (新約 373 頁) 眾立 

12 親愛的，有火一般的考驗臨到你們， 

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13 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 

14 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是有福的， 

因為榮耀的靈，就是神的靈，在你們身上。 

3. 讚美：基督我主，我心盼望 (生命聖詩 61 首) 眾立 

1 基督我主，我心盼望，救贖唯一泉源； 

創造萬物開天闢地，基督救主為王，基督救主為王。 

2 浩瀚宏恩無限憐恤，背負我們重擔； 

被釘十架忍受極刑，釋放屬祂子民，釋放屬祂子民。 

3 死亡枷鎖已被掙斷，罪價主已清償； 

於今高坐聖父寶座，穿上尊榮外袍，穿上尊榮外袍。 

4 願主大恩溢澤寰宇，寬恕我等罪人； 

使我罪人到寶座前，得蒙恩主接納，得蒙恩主接納。 

5 基督是我今生喜樂，是我來生賞賜； 

我心我靈唯一誇耀，就是我主榮耀，就是我主榮耀。 

6 頌讚全歸於天上主，一切榮耀讚揚， 

全歸聖父聖子聖靈，直到永永遠遠，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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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主戴榮光 (生命聖詩 142 首) 眾坐 

1 從前曾戴羞辱荊冕，現今已戴榮光； 

大能大力得勝君王，頭上冠冕輝煌。 

2 天上完美至高地方，原屬我主我王，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天國永恆真光。 

3 天上萬靈喜樂高興，地上主民慶頌， 

上主慈愛向眾顯明，同尊上主聖名。 

4 十架救恩，十架羞辱，都從上主領受， 

因信稱義，享受天福，美名存到永久。 

6. 誦讀經文 眾坐 

約翰福音 17 章 1-11 節 (新約 169 頁) 

1 耶穌說了這些話，就舉目望天，說： 

「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2 因為你曾賜給他權柄掌管凡血肉之軀的， 

使他把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 

3 認識你 — 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4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交給我做的工作，我已完成了。 

5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榮耀， 

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有的榮耀。 

6 「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把你的名顯明給他們。 

他們本是你的，你把他們賜給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 

7 現在他們知道，你所賜給我的一切都是從你那裏來的； 

8 因為你所賜給我的話，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 

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出來的，並且信你差了我來。 

9 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 

卻為你所賜給我的人祈求，因他們本是你的。 

10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得了榮耀。 

11 我到你那裏去；我不再留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 

聖父啊，求你因你的名，就是你所賜給我的名， 

保守他們，使他們像我們一樣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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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68 篇 1-10 節 (舊約 824 頁) 

1 願神興起，使他的仇敵四散， 

使那恨他的人從他面前逃跑。 

2 你驅逐他們，如煙被吹散； 

惡人見神的面就消滅，如蠟被火熔化。 

3 惟有義人必然歡喜，在神面前快樂， 

他們要在喜樂中歡欣。 

4 你們當向神唱詩，歌頌他的名； 

為那駕車經過曠野的修平道路。 

他的名是耶和華，你們要在他面前歡樂！ 

5 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 

6 神使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 

惟有悖逆的要住在乾旱之地。 

7 神啊，當你走在百姓前頭，在曠野行進， 

8 地見神的面就震動，天也降雨； 

西奈山見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動。 

9 神啊，你降下大雨； 

你的產業以色列疲乏的時候，你使他堅固。 

10 你的會眾住在境內； 

神啊，你在恩惠中為困苦人預備所需的。 

7. (回應) 奉獻：振奮你心 (普天頌讚 294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詩篇 133 篇 1-3 節 (舊約 902 頁) 眾坐 

1 看哪，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2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 

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 

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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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和睦同住 眾坐 

10. 回應：活出愛 (盛曉玫 06-幸福 11 首) 眾立 

有一份愛從天而來，比山高，比海深。 

測不透、摸不著、卻看得見。 

因為有你，因為有我，甘心給，用心愛。 

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 

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 

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 

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 

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復活得勝主 (生命聖詩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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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音樂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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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堂 *** *** 合 堂 ***

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司數: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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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和平:

喜樂:

仁愛: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曾偉珩弟兄 葉德誠弟兄

雷偉勝執事

徐俊榮執事 林殷宏執事

柯思敏姊妹 謝月芬姊妹

陳志輝先生

陳家興弟兄

柯綽瑤姊妹 林燕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區惠娟姊妹 李敏池弟兄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柯思敏姊妹 謝月芬姊妹

林文蓮姊妹 周潔頤姊妹

麥淑容姊妹 戴志遠弟兄

徐俊榮執事

張連有先生

鄧玉芬姊妹

葉海婷姊妹

李芷珊姊妹 甄志賢弟兄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節主日（紅）(5月31日) 主升天主日（白）(5月24日) 

上週奉獻總數: $58,580 本月累積奉獻: $223,674  (包括發展及購堂: $17,870)

本週獻花: 黃浩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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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11 主知名 2580 *0112 主知名 3000 *0114 主知名 200 *0115 主知名 300 P645 主知名 1000
S817 主知名 6000 T147 主知名 250 T148 主知名 2250 U489 主知名 1600 U503 主知名 8700
U529 主知名 3000

慈惠 : *0115 主知名 300
感恩 : *0115 主知名 300 P645 主知名 600 T455 主知名 1000 T962 主知名 20000 U487 主知名 200

U488 主知名 3000 U528 主知名 1000 U530 主知名 500
發展 : *0114 主知名 200 *0115 主知名 300

差傳 : *0115 主知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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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20年4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2,494,162       417,459         370,719    6,000        1,430          5,930        33,380          

現金支出 1,982,792       490,629         431,506    1,000        -                 5,000        53,123          

現金流入/(流出) 511,370          (73,171)         (60,788)     5,000        1,430          930           (19,743)         

固定資產 13,886,620     13,886,620    376,010    -                -                 -                13,510,609   

銀行及現金結餘 3,536,568       3,536,568      1,202,404 605,982    1,025,193   102,705    600,284        

其他資產 59,583            59,583           30,783      -                -                 28,800      -                    

按揭貸款 (1,956,577)     (1,956,577)    -                -                -                 -                (1,956,577)    

其他負債 (816,533)        (816,533)       (815,773)   -                (220)           (220)          (320)              
淨資產 14,709,661     14,709,661    793,424    605,982    1,024,973   131,285    12,153,997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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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禁食精神 

昨天(5 月 23 日)是伊斯蘭教一年一度的齋戒月結束之日。在齋戒月期間，成

年而健康良好的穆斯林每天日出至日落期間會停止飲食，也不能抽煙或喝酒，為

要虔誠禱告及頌讀古蘭經；到日落後至第二天日出前，他們才可以開齋吃喝。 

「若再找不到食物，這個齋戒月要二十四小時禁食。以往每天賺 300 尼(約港

幣 30 元)，疫情下只有 50 尼(約港幣 5 元)。因為要買淨水防疫，剩下 10 尼只能

買一個薯仔給一家八口，從未遇過這麼窘迫的齋戒月。」這是阿富汗人米雅高的

煩惱。商業活動因為封城而停止，美國對阿富汗削減十億美元緩助，不少人失業

並面臨糧食危機，很多人說：「若新冠肺炎不能殺我，貧窮一定能！」 

聖經記載以色列人在悲傷或危急情況下，禁食並呼求神的拯救；例如王后以

斯帖面對滅族危機時，要求猶太人禁食三天，再違例去晉見王求助(以斯帖記 4:16)。

我們未必有禁食的經驗，但我們可以履行禁食的精神，因為聖經所指的禁食，目

的是叫人心歸向神，停止行惡欺壓別人，並且幫助缺乏的人：「然而你們現在要禁

食，哭泣，哀號，一心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約珥書 2:12)、「看哪，你們

禁食，卻起紛爭興訟，以兇惡的拳頭打人。你們今日這種禁食無法使你們的聲音

聽聞於高處。我所要的禁食，豈不是要你鬆開兇惡的繩，解開軛上的索，使被欺

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嗎？豈不是要你把食物分給飢餓的人，將流浪的窮人

接到家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以賽亞書 58:4,6-7)我們有否留意別人的需

要？不論國籍或遠近，按我們的能力去幫助窘迫中的貧窮人。 

「慈愛的天父，我知道祢深愛穆斯林，當祢看見他們生活拮据、重壓在心的

時候，求祢供應他們日用的飲食，又叫屬祢的兒女樂意施贈，體驗施比受更為有

福。慈愛的天父，當祢看見穆斯林一整個月克苦己身地禁食，卻又一直拒絕祢愛

子耶穌基督的救贖，求祢憐憫他們，開導他們的心，認識祢的愛子才是道路、真

理、生命，是唯一的救贖主。奉主耶穌的名祈求。阿門。」 

 

 

陳麗樟姑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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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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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以賽亞書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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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及 5 月 31 日仍是合堂崇拜，擬定 6 月 7 日恢復兩堂崇

拜，開始時間：早上 9:00、11:30，鑑於疫情，仍然鼓勵會

眾參與崇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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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形式改為實體聚會，
同步網上直播，請參閱本堂網頁─最新消息或 Facebook 藍
田堂專頁有關詳情。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聚會。 

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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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