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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31 篇 23-24 節 (舊約 786 頁) 眾立 

23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都要愛他！耶和華保護誠實可靠的人， 

卻加倍報應行事驕傲的人。 

24 凡仰望耶和華的人，你們都要壯膽，堅固你們的心！ 

3. 讚美：靜候聖靈 (生命聖詩 159 首) 眾立 

1 開我眼睛，使我看見神的真理為我彰顯， 

奇妙鑰匙求主交我手，解我捆鎖，使我自由。 

我今靜候，一心一意，預備得知我神美旨， 

懇求聖靈開我眼睛，光照引領。 

2 開我耳朶，使我聽見恩主所賜真理之言， 

當主聲音盪漾我耳中，一切虛妄頓失影踪。 

我今靜候，一心一意，預備得知我神美旨， 

懇求聖靈開我耳朶，光照引領。 

3 開我的口，使我傳講，愛之真理傳遍四方， 

開我的心，好讓我準備，與人分享主愛豐美。 

我今靜候，一心一意，預備得知我神美旨， 

懇求聖靈開我的心，光照引領。 

4. 祈禱 眾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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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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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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出埃及記 9 章 2-8 節 (舊約 87 頁) 

2 你若不肯放他們走，仍要強留他們， 
3 看哪，耶和華的手必以嚴重的瘟疫加在你田間的牲畜上， 

就是在馬、驢、駱駝、牛群和羊群的身上。 
4 耶和華卻要分別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 

凡屬以色列人的，一隻都不死。 
5 耶和華就設定時間，說：「明天耶和華必在此地行這事。」 
6 第二天，耶和華行了這事。 

埃及的牲畜全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隻都沒有死。 
7 法老派人去，看哪，以色列人的牲畜連一隻都沒有死。 

可是法老硬著心，不放百姓走。 
8 耶和華對摩西和亞倫說： 
「你們從爐裏滿滿捧出爐灰， 

摩西要在法老眼前把它撒在空中。」 
 

羅馬書 5 章 6-15 節 (新約 232 頁) 

6 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時刻為不敬虔之人死。 
7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9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得救， 

免受神的憤怒。 
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尚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以與神和好，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11 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以與神和好， 

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 
12 為此，正如罪是從一人進入世界，死又從罪而來， 

於是死就臨到所有的人，因為人人都犯了罪。 
13 沒有律法之前，罪已經在世上，但沒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14 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掌了權， 

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死的權下。 
亞當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 

15 但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 
那麼，神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而來的恩典中的賞賜， 
豈不加倍地臨到眾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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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生命靈氣 (恩頌聖歌 306 首) 眾坐 

1 生命靈氣，吹我們身心，復賜教會生命大能； 

清潔、復興，使我們更新，能以承擔當代使命。 

2 天上靈風，驅我們驕矜，使人破碎謙卑認罪； 

聽哀慟心靈悔改呼聲，重造、復興、醫治教會。 

3 恩愛靈風，吹我們心胸，感動、更新心志意念； 

基督的愛，進每人心中，來燃點復興聖火焰。 

4 裝備、復興教會傳真光！禾田廣闊，莊稼已熟； 

今日人心正徬徨驚慌，等待教會宣主救贖。阿們。 

8. 回應(奉獻)：聖靈，求降臨 (普天頌讚 308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馬太福音 27 章 45-54 節 (新約 49 頁) 眾坐 

45 從正午到下午三點鐘，遍地都黑暗了。 
46 約在下午三點鐘，耶穌大聲高呼，說： 

「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 
就是說：「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47 站在那裏的人，有的聽見就說：「這個人呼叫以利亞呢！」 
48 其中有一個人立刻跑去，拿海綿蘸滿了醋， 

綁在蘆葦稈上，送給他喝。 
49 其餘的人說：「且等著，看以利亞來不來救他。」 
50 耶穌又大喊一聲，氣就斷了。 
51 忽然，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震動，磐石崩裂， 
52 墳墓也開了，有許多已睡了的聖徒的身體也復活了。 
53 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裏出來， 

進了聖城，向許多人顯現。 
54 百夫長和跟他一同看守耶穌的人看見地震和所經歷的事， 

非常害怕，說：「他真是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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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在黑暗中作上帝的兒子 眾坐 

11. 回應：主，祢犠牲的愛 (青年新歌 29 首) 眾立 

1 救主犧牲受苦，捨身愛賜給我， 
我怎可不為主獻自己所有？ 
愛裡我心俯伏，謹遵我心約誓， 
今帶禮物奉上，獻奉給祢。 

2 救主施恩憐恤，寶座前代我求， 
信心不足，唯盼仰望主恩惠。 
請助我背苦架，主妙愛多宣講， 
詩歌、禱告奉上，獻奉給祢。 

3 願賜忠心為主，盼祢常導我行， 
每天光陰溜走，盼為主工作： 
開展愛心工作，善行美德堅守、 
初信果子奉上，獻奉給祢。  (間奏) 

4 我一切皆屬主，皆主厚恩施予， 
這生經悲或喜，獻奉都歸祢！ 
被贖身心擺上，當面見主那日， 
深盼不止不息，獻奉給祢。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傳揚上帝旨意 (恩頌聖歌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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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證主協會所有，獲授權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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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李文耀愽士 李文耀愽士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讀經: 林洛琛弟兄 林湛基弟兄 林洛琛弟兄 陳其銘弟兄 陳卓欣姊妹 陳朝發弟兄 陳卓欣姊妹 梁麗珠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招待: 林文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張慧清姊妹 葉翠蓮姊妹 鄭倩雲姊妹 林義妹姊妹 陳拔萃弟兄 鄒小敏姊妹

司事: 連卓欣弟兄 黎蓮妹姊妹 李麗梅姊妹 盧麗銀姊妹 顧建德弟兄 陳翠珍姊妹 何美蘭姊妹 黃曉媚姊妹

當值: 黃翠屏姊妹 王炳生弟兄 林志剛弟兄 曾建恆弟兄 余國培弟兄 朱麗程姊妹 招楚筠姊妹 劉柏堅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鍾穎嵐姊妹 徐俊榮執事 鄭美珍姊妹 陳永祐執事 李雪葵姊妹 林殷宏執事 夏麗婷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李婉貞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葉蔓菲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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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黃麗堅姊妹

和平: 李笑歡姊妹 王月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溫燕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溫燕玲姊妹 周寶頤姊妹

暫　停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綠）(6月21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綠）(6月14日) 

上週奉獻總數: $168,630 本月累積奉獻: $168,630  (包括發展及購堂: $21,950)

本週獻花: 鄧民亮弟兄、羅楚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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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6 主知名 3000 *0128 主知名 200 *0129 主知名 5000 *0130 主知名 9000 *0131 主知名 1000
*0132 主知名 3200 *0133 主知名 1000 *0134 主知名 2000 M103 主知名 1000 Q452 主知名 100
Q789 主知名 8500 Q790 主知名 2000 Q792 主知名 1000 Q804 主知名 1000 R897 主知名 100
S697 主知名 500 S814 主知名 6000 S876 主知名 4000 S876 主知名 1000 T043 主知名 500
T157 主知名 20000 T158 主知名 500 T159 主知名 10000 T160 主知名 1000 T351 主知名 15000
T471 主知名 3000 T513 主知名 1000 T781 主知名 2000 U057 主知名 16000 U125 主知名 1500
U473 主知名 9000 U474 主知名 2000 U500 主知名 3300 U512 主知名 450

慈惠 : T471 主知名 1000
感恩 : *0127 主知名 2000 Q452 主知名 100 Q789 主知名 2000 T383 主知名 3000 T533 主知名 200

U123 主知名 500 U124 主知名 500
發展 : *0128 主知名 200 Q208 主知名 1750 Q793 主知名 20000
鮮花 : S971 主知名 500 T158 主知名 300
其他 : T762 主知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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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疫》 
 

1957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亞爾貝‧加繆 Albert Camus，最引人注目

的作品，可算是 1947 年出版的《鼠疫》。加繆在 1913 年出生於北非法屬亞爾及

利亞，在那裡完成大學，然後回巴黎在《巴黎晚報》工作，世界第二次大戰期

間，他積極參與對抗德國的地下組織，《鼠疫》就是在這背景下創作出來—以虛

構的鼠疫來比作德國人的侵略，從中描寫遭圍城之下，人民生活於恐慌、自私、

貪婪、頹廢之中，不過也有人負隅頑抗，一些小人物冒險偷運物資，忽然成為

英雄，加繆就從中表達在困境中仍要堅守真理和人道精神。 

故事發生於亞爾及利亞的一個海邊城市阿赫蘭，不過照加繆的描寫，大家

都會聯想到法國的城鎮去，厘厄醫生剛把患病的妻子送往城外療養院休養，城

中開始出現嚴重鼠患，不斷有老鼠瘁死於各個角落，起初大家都不以為然，忽

然有一天老鼠都不見了，當大家以為一切回復正常的時候，市民開始出現怪病，

厘厄醫生應接不暇，死亡的人越來越多，不過市政府卻沒有大規模的回應行動，

恐怕引起恐慌，只是死亡人數節節上升，引起其他城鎮注意，認定與死去的老

鼠有關，終於政府宣佈封城—不許任何人進出，甚至連貨物也不可以，恐怕會

藉此傳播病毒。 

封城命令下來居民起哄，特別是從外地來的，都嚷著要回自己的家鄉，當

中包括一位外地來的記者朗貝爾，記掛著家鄉的情人，只是任何外地人都得不

到優待，他只有與其他居民過著慘淡的生活，因為物資越來越缺乏，晚上街道

行人稀少，只有齷齪的咖啡店，才會充斥著三教九流的人。當地教會為了鼠疫

而舉辦了一次全城禮拜，帕魯納神甫提醒市民，這災難是源於人的罪，所以大

家要悔改，就可保平安，厘厄醫生對這種群體受罰論就不以為然，覺得只有瘋

子才會相信。 

雖然城裡彌漫著絕望的氣氛，有人出來搶掠、焚燒死者的住所，不過厘厄

醫生的朋友格朗卻組織義工團隊來抗疫，這對醫療人員有重大的幫助，而記者

朗貝爾想盡辦法，甚至透過走私物資的人，企圖鋌而走險出走，最終都不得要

領，最後他放棄離去之意，卻沒有放棄盼望，加入義工團隊，與厘厄醫生一起

努力，給市民、患者帶來希望，直到疫病過去。 

 這書是在疫症漫延初期，書局為「應景」擺放出來推廣的，其實與現代的疫

病風馬牛不相及，不過翻譯工夫了得，文筆華麗，雖然沒機會拜讀原作（法文），

但已看出作者的功力，得諾貝爾獎實至名歸，只是若不是機緣巧合，他早就被

遺忘了。這是筆者在疫症期間看的其中一本書，各位可有善用時間，在苦澀中

提升自己的情操？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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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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建道神學院教務長、神學系副教授李文耀愽士蒞臨本堂

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以賽亞書 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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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訂於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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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持續，為了減低交义感染的風險，請弟兄姊妹自行

把奉獻投入奉獻箱，截數為主日中午 12:00，截數後所收的奉

獻將撥入下主日計算。 

6) 2020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於 8 月 21 至 22 日（另 23/8 兒童佈道
會），主題：「逆境小勇士」名額 45 人（每班組收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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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6 月 21 日開始接受報名，
如有興趣參加之兒童請填妥報名表格及連同現金$100 交
Kammy 幹事。截止報名日期 : 7 月 26 日。如有任何查詢可聯
絡朱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