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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節主日（紅）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聖靈如風，如火 眾坐 

聖靈如風，如火，求今天降臨。啓我眾心扉，燃照我靈。 

3. 宣召：詩篇 104 篇 33-35 節 (舊約 868 頁) 眾立 

33 我一生要向耶和華唱詩！ 
 我還活的時候，要向我的神歌頌！ 
34 願他悅納我的默念！我要因耶和華歡喜！ 
35 願罪人從世上消滅！願惡人歸於無有！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哈利路亞！ 

4. 讚美：求聖靈降臨 (生命聖詩 157 首) 眾立 

1 懇求聖靈如鴿彰顯，施展激勵大能， 
求祢燃點主愛火焰，溶我冷淡之心。 

 2 可歎我們昏庸愚昧，貪愛浮華世俗， 
  我靈無法高升長進，錯失永恆喜樂。 
 3 主阿，我們豈能這樣，永遠冷淡不振， 
    主愛浩大，長闊高深，我們豈可冷淡。 
 4 懇求聖靈如鴿彰顯，施展激勵大能， 
    澆灌救主偉大的愛，激發我們愛心。 

5. 祈禱 眾立 

6. 歌頌：求聖靈教導 (生命聖詩 154 首) 眾坐 

1 求上主聖靈，降臨我心中；潛移又默化，消除世俗情； 
 垂憐我輭弱，彰顯主大能；使我愛上主，盡力又盡心。 
2 我不求異夢，或先知異象；不求此肉身頓然脫凡塵； 
 亦不望天開，天使忽降臨，但求從我靈把幽暗除清。 
3 教我常感受聖靈在我旁；訓練我擔受心靈的掙扎， 
 使我能勝過疑惑與歎息，禱告未蒙允，仍耐心等候。 
4 教導我愛主，像天使一樣，聖潔的熱誠，充滿我身心， 
 聖靈的施洗如鴿降我身，主愛成烈火燃於我心壇。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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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誦讀經文 眾坐 

民數記 11 章 24-30 節 (舊約 195 頁) 

24 摩西出去，把耶和華的話告訴百姓， 
並從百姓的長老中召集七十個人來， 
叫他們站在會幕的四圍。 

25 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對摩西說話， 
把降給他的靈分給那七十個長老。 
靈停在他們身上的時候，他們就說預言， 
以後卻沒有再說了。 

26 但有兩個人仍在營裏，一個名叫伊利達，一個名叫米達。 
他們本是在那些登記的人中，卻沒有到會幕那裏去。 
靈停在他們身上，他們就在營裏說預言。 

27 有一個年輕人跑來告訴摩西說： 
「伊利達和米達在營裏說預言。」 

28 嫩的兒子約書亞，年輕時就作摩西的助手， 
說：「請我主摩西禁止他們。」 

29 摩西對他說： 
「你為我的緣故嫉妒嗎？ 
惟願耶和華的百姓都是先知， 
願耶和華把他的靈降在他們身上！」 

30 於是，摩西回到營裏去，以色列的長老也回去了。 
 
約翰福音 7 章 37-39 節 (新約 152 頁) 

37 節期的最後一天，就是最隆重的一天，耶穌站著， 
喊著說：「人若渴了，到我這裏來喝！ 

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腹中將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39 耶穌這話是指信他的人要受聖靈說的； 
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因為耶穌還沒有得到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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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詩班獻詩：懇求永生上帝的靈 (恩頌聖歌 215 首) 眾坐 

1 懇求永生上帝的靈，─在天下人踏足之地， 
降祂恩典萬般豐盛，憐憫罪中失喪人類。 

2 求賜愛心、靈風、火舌─來宣掦主平安信息， 
從天膏抺福音使者，闡明救恩，傾下大能。 

3 以榮耀光輝驅黑夜，除紛亂迷惘，鋪道路， 
賜心靈能力，消輭弱，求以慈恩消祢震怒。 

4 預備眾生朝見真神：願新生命氣息漫遍， 
使天下人石心消融，蒙賜肉心，敬拜主前。 

5 求在萬邦沛傾恩霖，在天下傳耶穌十架。 
待祂再來，榮光顯現，萬族同聲宣祂為大。 

9. 回應(奉獻)：懇求聖靈來臨 (普天頌讚 305 首) 眾坐 

10.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2 章 22-34 節 (新約 112 頁) 眾坐 

22 耶穌又對門徒說： 
「所以，我告訴你們，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 

23 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 
24 你們想一想烏鴉：牠們既不種也不收， 

既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且養活牠們。 
你們比飛鳥要貴重得多呢！ 

25 你們哪一個能藉著憂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26 這最小的事你們尚且不能做，何必憂慮其餘的事呢？ 
27 你們想一想百合花是怎麼長起來的： 

它也不勞動，也不紡線。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 
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些花的一朵呢！ 

28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 
明天就丟在爐裏，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29 你們不要求吃甚麼，喝甚麼，也不要掛慮。 
30 這都是世上的外邦人所求的； 

你們需要這些東西，你們的父都知道。 
31 你們只要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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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 
33 你們要變賣財產賙濟人， 

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和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 
就是賊不能近，蟲不能蛀的地方。 

34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哪裏，你們的心也在哪裏。」 

11. 信息：憂慮與財富 眾坐 

12. 回應：谷中百合花 (青年新歌 17 首) 眾立 

1 是救主作知己友伴，有祂心中足夠， 
世間中就獨是祂最美、善良； 
是救主這谷中百合，我知只祂可以除淨罪污， 
使我成聖得冠冕。 
愁困裡賜我慰解，憂傷裡愛護蔭， 
將一切重擔全擔於祂肩膊； 
是救主這谷中百合，似星光般璀璨， 
世間只得祂最美好、最善良。 

2 是救主永將我愛護，愛惜總不拋棄， 
我決忠心，順服祂最美旨意； 
是救主賜火柱庇護，我心總不膽怯， 
願賜屬天嗎哪來餵養我靈。 
憑信靠到了那天，可親見主面光， 
喜樂如河流泉湧滔滔不息； 
是救主這谷中百合，似星光般璀璨， 
世間只得祂最美好、最善良。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主同行 (世紀頌讚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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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浸信會

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福音證主協會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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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主席: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姊妹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姊妹

招待: 林燕芬姊妹 陳惠霞姊妹 黃嘉鳳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黃慧儀姊妹 麥寶儀姊妹 雷瑞玉姊妹

當值: 張漢榮弟兄 鍾志堯弟兄 呂君達執事 黃香娣姊妹

影音: 張淑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郭　宏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莫雪貞執事 李婉貞執事

司數: 朱滔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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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三一主日（白）(6月7日) 聖餐聖靈降臨節主日（紅）(5月31日) 

陳志輝先生

陳家興弟兄

陳雅媛姊妹

區惠娟姊妹 李敏池弟兄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柯綽瑤姊妹 林燕芬姊妹

徐俊榮執事 林殷宏執事

李雪葵姊妹

葉佩鈴姊妹林月娥姊妹

柯思敏姊妹

葉德誠弟兄

謝月芬姊妹

鍾志堯弟兄

雷偉勝執事

上週奉獻總數: $112,863 本月累積奉獻: $336,537  (包括發展及購堂: $29,866)

本週獻花: 葉玉芳姊妹、陳其銘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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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16 主知名 200 *0117 主知名 2700 *0118 主知名 2000 *0119 主知名 2000 *0120 主知名 2073
H984 主知名 500 Q290 主知名 1000 Q290 主知名 4000 Q301 主知名 1000 Q301 主知名 4000
R565 主知名 6400 S889 主知名 600 S890 主知名 3000 S891 主知名 3000 S892 主知名 5000
S895 主知名 500 S896 主知名 7000 S916 主知名 3000 T026 主知名 8000 T149 主知名 1500
T150 主知名 4000 T153 主知名 1500 T154 主知名 3000 T155 主知名 1314 T359 主知名 500
T801 主知名 4000 U491 主知名 2000 U493 主知名 1500 U494 主知名 1200 U543 主知名 500

慈惠 : *0118 主知名 1500

感恩 : *0118 主知名 1000 *0120 主知名 2039 N933 主知名 600 Q242 主知名 2000 S916 主知名 1000
T026 主知名 2000 T359 主知名 1000 T397 主知名 710 U544 主知名 1000

發展 : *0116 主知名 200 *0120 主知名 296 P979 主知名 10000 T149 主知名 1500
差傳 : *0120 主知名 296
教育 : *0120 主知名 296 S896 主知名 2031 T151 主知名 2000 T152 主知名 3000
鮮花 : U490 主知名 500 U544 主知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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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有價 
 

相信很多人聽過「生命無價」這句説話，在一般人的認知和信念裡，人的生

命是無法用金錢或任何物質來量度。最近看報章，才驚覺社會經濟學裡有一個名

為「生命統計價值」（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簡稱 VSL）的詞彙。若干歐美國

家在制定一些如環保及公共健康衛生政策時，會採用 VSL 或類似的估算價值作

為一個參考數據來評估該政策的成本效益。簡單來説，VSL 是指一個社群若面對

某類風險時（例如新冠肺炎），為了減少一個人的死亡風險而願意付出的金錢（用

於防疫措施、擴建醫療設備、研發疫苗等等）。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政策範疇內

可能有不同的 VSL 估算，美國環保署的 VSL 一般參考值是 740 萬美元(2006)，

意即若花費 740 萬美元或 5,772 萬港元減少平均一個人的死亡風險，這筆費用是

符合成本效益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原來人命是有價的，是關乎一個社會願意在保障市民的性

命上投放多少合理的資源，且往往牽涉政治的考量。VSL 是一個把人的生命量化

的指標，但它一定不是一個絕對指標，不過，這個估值或多或少反映了一個社會

以及當地政府是否重視市民的性命，是否盡最大的努力去保障市民的生命。 
 

聖經裡面很多經文都與人的生命有關，究竟人命是有價抑或無價呢？聖經裡

面最早提及人的生命是在創世記 2 章 7 節「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命

之氣吹進他的鼻孔，這人就成了有靈的活人（或譯有生命的人） 。」聖經告訴我

們人的生命始於我們所相信的神，神以自己的氣息賦予人生命，無論如何，我們

這些凡夫俗子總不能用物質來量度神的生命氣息吧。 
 

再聽一聽主耶穌怎樣告訴門徒，在馬可福音 10 章裡，當門徒爭著做主耶穌

左右的尊貴人的時候， 主耶穌卻告訴門徒「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主耶穌親自的告訴我們，我們的生

命是有價的，可是這個「價」也是不能用物質來量度，因為它是用主耶穌貴重卻

又沉重的生命來承擔的。 
 

神重視及保存人的生命， 超越一切量化指標，也超越一切經濟政治效益考慮。 
 

我們每一天、每一刻所擁有的生命氣息都是父神的愛和恩典，詩歌《讚美之

泉》頭兩句是這樣的：「從天父而來的愛和恩典，把我們冰冷的心溶解」。但願

我們領受父神的愛和恩典的同時，不忘服事仍在困苦中生活和努力求存的鄰舍，

因為在神的國度裡，每顆生命都是貴重得無可估算的。 

 

劉麗梅姑娘 

 
參考：有關 Mortality Risk Valuation and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可參考美國環保署網頁 

https://www.epa.gov/environmental-economics/mortality-risk-valuation。 

 

 

https://www.epa.gov/environmental-economics/mortality-risk-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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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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以賽亞書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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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崇拜由 6 月 7 日起恢復兩堂崇拜，開始時間分別於早上

9:00、11:30，基於疫情，仍然鼓勵會眾參與崇拜直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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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來本堂參與外，聚會同步網上直
播，弟兄姊妹可參閱本堂網頁─最新消息或 Facebook 藍田堂
專頁有關詳情。請預留時間參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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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