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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何西阿書 6 章 1-3 節上 (舊約 1343 頁) 眾立 

1 來，我們歸向耶和華吧！他撕裂我們，也必醫治； 

打傷我們，也必包紮。 

2 過兩天他必使我們甦醒，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 

我們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3 我們要認識，要追求認識耶和華。 

3. 讚美：主愛在心燃起 (生命聖詩 160 首) 眾立 

1 真神賜大權能，在我輭弱心中， 

時刻蒙主保守，恩典不斷湧流； 

自有聖靈在心，一切歸主管理， 

奇妙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 

2 在十架前跪下，我今樂意奉獻， 

全放在祭壇上，從今直到永遠； 

救主代付贖價，慈聲呼喚我名， 

活祭今獻壇上，聖火燃燒不停。  **  (間奏) 

3 我無善行可取，惟靠救主應許， 

在主裏蒙收留，藉主恩得拯救。 

榮耀全歸真神，哈利路亞高唱， 

主愛澆灌心中，心靈火焰挑旺。  ** 

 

** 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聖靈充滿心靈，榮耀全歸主名， 

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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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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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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誦讀經文 眾坐 

耶利米書 20 章 7-13 節 (舊約 1155 頁) 

7 耶和華啊，你欺哄了我，我也被你欺哄了。 
你比我強，並且得勝。我終日成為笑柄，人人都戲弄我。 

8 我每逢講話的時候，就哀嘆，我喊叫：「有暴力和毀滅！」 
因為耶和華的話終日成了我的凌辱和譏刺。 

9 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 
我心裏便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悶在我骨中， 
我忍受不住，不能自禁。 

10 我聽見許多的毀謗，四圍都是驚嚇； 
連我知己朋友都看著我跌倒： 
「告他吧，我們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誘， 
我們就能勝他，在他身上報仇。」 

11 然而，耶和華與我同在，好像可怕的勇士。 
因此，迫害我的都絆跌，不能得勝； 
他們大大蒙羞，由於行事沒有智慧， 
必永遠受那不能忘懷的羞辱。 

12 考驗義人、察看人肺腑心腸的萬軍之耶和華啊， 
求你使我得見你在他們身上報仇， 
因我已將我的案件向你稟明了。 

13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歌！要讚美耶和華！ 
因他救了窮人的性命脫離惡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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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6 章 12-23 節 (新約 233 頁) 

12 所以，不要讓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掌權， 
使你們順從身體的私慾。 

13 也不要把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工具， 
倒要像從死人中活著的人，把自己獻給神， 
並把你們的肢體獻給神作義的工具。 

14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 
而是在恩典之下。 

15 那又怎麼樣呢？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嗎？絕對不可！ 

16 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獻自己作奴僕， 
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嗎？或作罪的奴隸，以至於死； 
或作順服的奴僕，以至於成義。 

17 感謝神！因為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隸， 
現在卻從心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教導的典範。 

18 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就作了義的奴僕。 
19 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就以人的觀點來說。 

你們從前怎樣把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隸，以至於不法； 
現在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成聖。 

20 因為你們作罪的奴隸時，不被義所約束。 
21 那麼，你們現在所看為羞恥的事，當時有甚麼果子呢？ 

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 
22 但如今，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 

就結出果子，以至於成聖，那結局就是永生。 
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 

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乃是永生。 

7. 詩班獻詩：主光來臨 (普天頌讚 25 首) 眾坐 

1 眾光之父創造大地，混沌空虛─序列、生機， 
真光明亮盡驅黑暗，懇求發令照我幽蔭。 

2 懇求主恩從天降臨，永光充滿仁愛、信心， 
篤信不移上主美善，天父之愛堅定不變。 

3 真光燦爛永不熄滅，毫無轉動，從未變更， 
恩慈映照，榮光明亮，永恆輝耀，獨一神聖。 

4 心思意念願主光照，尋求真理，窄路直奔， 
聽從聖靈純光領導，偕主同行智慧路程。 

5 眾光之父光榮、壯麗，非眼能見，非世可親， 
請主發令明光照耀─基督之光貫滿塵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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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應(奉獻)：聖靈居心內 (普天頌讚 314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以斯拉記 4 章 1-6、17-23 節 (舊約 650 頁) 眾坐 

1 猶大和便雅憫的敵人聽說被擄歸回的人為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 

2 就去見所羅巴伯和族長，對他們說： 
「請讓我們與你們一同建造， 
因為我們也與你們一樣尋求你們的神。 
自從亞述王以撒‧哈頓帶我們上這地的日子以來， 
我們常向神獻祭。」 

3 但所羅巴伯、耶書亞和其餘以色列的族長對他們說： 
「我們建造神的殿與你們無關， 
因為我們要照波斯王居魯士所吩咐的， 
自己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協力建造。」 

4 那地的人就在猶大百姓建造的時候， 
使他們的手發軟，擾亂他們。 

5 從波斯王居魯士年間，直到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時候， 
那些人賄賂謀士，要破壞他們的計劃。 

6 亞哈隨魯在位，他的國度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上書控告猶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17 那時王諭覆利宏省長、伸帥書記和他們其餘的同僚， 
就是住撒瑪利亞和河西一帶地方的人，說： 
「願你們平安。現在 

18 你們所呈給我們的奏本，已經清楚地在我面前讀了。 
19 我已下令考查，得知這城自古以來果然背叛列王， 

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 
20 也曾有強大的君王治理耶路撒冷，統管河西全地， 

人就給他們進貢、納糧、繳稅。 
21 現在你們要下令叫這些人停工，使這城不得建造， 

等到我再降旨。 
22 你們當謹慎辦這事，不可遲延，何必讓損害加重， 

使王受虧損呢？」 
23 亞達薛西王上諭的抄本在利宏和伸帥書記， 

以及他們的同僚面前宣讀， 
他們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見猶太人， 
用勢力和強權叫他們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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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挫折不是失敗 眾坐 

11. 回應：我知誰管著明天 (青年新歌 31 首) 眾立 

1 我不知前路將怎樣，只會管今天怎過； 
我不借天邊紅太陽，這是因天可轉灰。 
我不憂前路將怎走，因我知主的應許； 
我今天跟主的身邊，我知祂掌管未來。   ** 

2 我正攀奪目金階梯，越提步，光輝加倍；  
背重擔，感覺漸輕省，見亮采輕染雲霞。 
那處總有陽光照耀，淚兒再不沾雙眼； 

青天碧空廣闊壯麗，長虹盡山巔之處。   **  (間奏) 
3 我不知前路將怎樣，或貧苦，困乏難言； 

深知祂必會顧惜我，有若祂看顧麻雀。 
我所走過此生窄路，或途經兇險、災困； 
祂領我一起走這路，我得祂寶血遮蓋。   ** 

 
** 不可測，下一秒未來，不知曉，世事難料， 

但我知主牽我的手，我也知前路祂領。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國度屬上主 (普天頌讚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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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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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陳朝發弟兄 陳卓欣姊妹 梁麗珠姊妹 周鈺貽姊妹 麥淑容姊妹 周鈺貽姊妹 呂潔儀執事

司琴: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葉海婷姊妹 潘裕文姊妹 葉海婷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鄭倩雲姊妹 林義妹姊妹 陳拔萃弟兄 鄒小敏姊妹 高燕麗姊妹 趙惠蘭姊妹 唐建寬 李敏池弟兄

司事: 顧建德弟兄 陳翠珍姊妹 何美蘭姊妹 黃曉媚姊妹 蔡月媚姊妹 文嘉麗姊妹 譚建偉弟兄 莫雪貞執事

當值: 余國培弟兄 朱麗程姊妹 招楚筠姊妹 劉柏堅弟兄 麥永佳姊妹 孔憲榮弟兄 鄧民亮弟兄 徐潔玲姊妹

影音: 陳永祐執事 李雪葵姊妹 林殷宏執事 夏麗婷姊妹 陳朝發弟兄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林溢謙弟兄

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鄭穎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司琴: -　- -　-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　- -　- 李嘉懿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司事: -　- -　- 李卓恩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郭小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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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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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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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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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因姊妹 溫燕玲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綠）(6月28日)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綠）(6月21日) 

上週奉獻總數: $174,410 本月累積奉獻: $343,040  (包括發展及購堂: $48,850)

本週獻花: 徐慇浠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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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35 主知名 4500 *0136 主知名 4000 *0137 主知名 6000 *0138 主知名 4500 *0139 主知名 4500
*0140 主知名 2000 *0141 主知名 10000 *0142 主知名 200 *0143 主知名 500 Q841 主知名 3000
R329 主知名 2000 R339 主知名 1000 R566 主知名 3000 R571 主知名 1000 R577 主知名 1000
S696 主知名 3000 S698 主知名 20000 S703 主知名 500 S704 主知名 300 S818 主知名 1000
S852 主知名 3200 S866 主知名 2000 S867 主知名 4800 S973 主知名 7500 T323 主知名 3000
T342 主知名 300 T346 主知名 1000 T458 主知名 3000 T460 主知名 2000 T461 主知名 500
T713 主知名 2000 T787 主知名 1000 T937 主知名 11730 U109 主知名 100 U236 主知名 2000

U467 主知名 800 U522 主知名 500 U545 主知名 1000 U546 主知名 8700
慈惠 : *0143 主知名 500 R577 主知名 500
感恩 : *0136 主知名 2000 *0143 主知名 500 J138 主知名 2600 J185 主知名 2000 M102 主知名 1000

Q568 主知名 300 R339 主知名 700 R571 主知名 1000 S215 主知名 1000 S692 主知名 1000
S702 主知名 200 S989 主知名 200 T342 主知名 300 T398 主知名 350 U522 主知名 300
U545 主知名 1000

發展 : *0135 主知名 4500 *0138 主知名 4500 *0142 主知名 200 *0143 主知名 200 Q660 主知名 4000
Q841 主知名 3000 R571 主知名 1000 T323 主知名 3000 T696 主知名 4500 U467 主知名 2000

差傳 : *0143 主知名 300
教育 : R571 主知名 350 T706 主知名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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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20年5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2,937,521       443,359         380,990    3,600        696             21,727      36,346          

現金支出 2,482,347       499,555         450,153    1,000        -                 5,000        43,403          

現金流入/(流出) 455,173          (56,196)         (69,163)     2,600        696             16,727      (7,057)           

固定資產 13,825,165     13,825,165    362,965    -                -                 -                13,462,200   

銀行及現金結餘 3,480,372       3,480,372      1,133,241 608,582    1,025,889   119,432    593,227        

其他資產 39,573            39,573           25,173      -                -                 14,400      -                    

按揭貸款 (1,916,551)     (1,916,551)    -                -                -                 -                (1,916,551)    

其他負債 (814,432)        (814,432)       (814,432)   -                -                 -                -                    
淨資產 14,614,127     14,614,127    706,948    608,582    1,025,889   133,832    12,138,876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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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末世-千禧年 

 
當世界都經歷著全球性的天災人禍，信徒會否對末世主再來的日子想知更多呢？

馬太福音 24:36 清楚的指出；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

有父知道。」 
 
聖經曾對「末世」作出描述，卻因為是將來的事情，而當中的過程及現象可以

從未在歷史出現過，所以對所用的文字，後人會很不同的理解。從聖經字面上

最易掌握的就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至於其

他經文提及的「大災難」、「千禧年」，就有很多不同理解，當中帶出不同的「世

界觀」，本文會就「千禧年」作出簡短解述。 
 
啟示錄第 20 章 2-7 節，每一節都提及「一千年」，這被理解為一個黃金時代，

撒旦被囚，信徒與基督作王，全球得以和平，天國的主權在地上實現。但這概

念的實現亦有三個主流的理解； 
 
一. 千禧年前派(前千) 

世界的天災人禍日益加劇，壞到極處，當基督耶穌再來，開始祂與眾復活的信

徒一千年國度的統治，這論點是基於對啟示錄 20:1-6 的字面解釋，在大災難之

完結後，開始一千年神國度的統治。 
 
二. 千禧年後派(後千) 

基督的再來發生在福音於地上廣傳及相信的千年國度之後，部分千禧年後派學

者按照字面認為是一千年，但是大部分千禧年後派學者認為一千年只是一個象

徵，代表很長的時期。他們認為千年王國因為福音的傳開已經展開，地上的生

活及人的主權會基督化，並建立出地上的烏托邦，基督耶穌會突然再來。 
 
三. 無千禧年派(無千) 

無千禧年派認為神的國度就是現今教會的時代，在基督耶穌兩次降臨之間，世

代結束後，永恆的國度就開展，中間不會有一個「千禧年」。千禧年為一段象徵

性的時期，例如認為千禧年代表神對祂的創造或地上教會的統治，這與啟示錄

本身啟示體裁的高象徵性一致。 
 
三種不同的理解，就會產生對世界在往後的日子將如何變化，有不同的信念。

以「前千」作理解，這世界必然一天比一天差，壞到極處，主就再來，徹徹底

底的改造，地上才出現和平公義。擁「後千」的信徒樂觀地看世界，明天必然

會更好，信仰的盼望可以在人間實現。主張「無千」的，就只等待基督的再來，

審判世界，新天新地才是信徒將來的盼望。 
 
宣道會持著「前千」的觀念，又因為宣道會本來是信徒及宣教事工的聯盟，同

時包容著不同宗派對聖經的神學理念。這三種的神學理念，有不同的未來前景

看法、對盼望實現的方法，會否為自己帶來前瞻性方向，為前路作出取捨？ 

 

陳志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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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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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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5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4) 高中主日學會於 28/6/2020(日)開始恢復實體上課安排，上課
時間為上午 10:30-11:15，上課地點在 103 室。請參加的學員
留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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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今日開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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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會計文員 Kammy，截止報名日期:7 月 26 日。如有
任何查詢可聯絡朱姑娘。 

6) 將會在今年 9 月開始新一期門訓，本期門訓將為期 3 年，並
以實踐信仰及社關為主導，參加者將同期參與兒童發展基金
資助的「師友計劃」。3 年內除了有小組門訓聚會外，「師友
計劃」部份將由「恩光社會服務中心」作行政、活動及訓練
安排，參與的弟兄姊妹主力於個別關心、及傳福音事工。弟
兄姊妹可與陳志輝傳道查詢資料及報名，暫定 7 月 31 日截
止報名。 

7) 會眾可用二維碼下載或在本堂索取最新一期區聯會出版之
「宣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