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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崩壞加速下的福音使命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即使耶穌基督復活升

天後，使徒被聖靈充滿，向耶路撒冷眾百姓見證耶穌是神所立的基督，但民間的官長、

長老、文士及祭司並沒有因此而悔改，反而因為使徒的講道和所行的神蹟越發惱怒，

由最初恐嚇及禁止使徒傳福音（徒 4），再進一步把他們下在監裡（徒 5）。殘害和崩壞

瞬間出現，被煸動的百姓因為不能反駁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的司提反而向他下毒手：「眾

人聽見這些話，心中極其惱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齒…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

（徒 7:54-58） 

隨著司提反殉道，逼害越漸加劇，但逃難的同時，信徒並沒有忘記傳福音的使命，

有人進入猶太人所討厭的撒瑪利亞境內傳福音，叫人與人之間各種冤仇，因著耶穌基

督的福音而復和，充滿喜樂（徒 8）。及後，福音由耶路撒冷傳揚至外邦人的耳中，敬

畏神的外邦人哥尼流及眾親屬，在使徒彼得的見證下，歸信耶穌基督並得著聖靈的充

滿。雖然逼迫和崩壞並沒有停止，但「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徒 12:24） 

隨著福音的傳播，繼續有使徒被殺或被害：「希律王下手苦待教會中的一些人，用

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希律捉了彼得，押在監裏…」（徒 12:1-4）保羅和他的宣教

團隊也遭受極大的反對和逼害：「那時，外邦人、猶太人和他們的官長，一齊擁上來，

要凌辱使徒，用石頭打他們。」（徒 14:5）在誣衊者的口中，保羅傳福音的影響力驚

人，猶如瘟疫一般向羅馬管轄範圍內的人播散：「亞拿尼亞大祭司、幾個長老和一個叫

帖土羅的律師下來，向總督控告保羅…說：「腓力斯大人…我們看這個人如同瘟疫一般，

是鼓動普天下所有的猶太人作亂的人…」（徒 24:1-5）奇妙的是，羅馬政府各級首長

和領袖，因為處理控告保羅的案件而聽聞福音，雖然反對福音和除掉保羅的聲音越催

激烈，卻促使福音的傳揚如箭在弦上，甚至進入羅馬凱撒大帝的宮中，並許多從世界

各地往來羅馬的人民耳中：「保羅從早到晚向他們講解這事，為神的國作證，並引摩西

的律法和先知的書勸導他們信從耶穌。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住了足足兩年。凡來

見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膽傳講神的國，並教導主耶穌基督的事，沒有人禁止。」（徒

28:23,30-31）身處末世，我們的時候減少了，但艱難和患難卻從不減少，崩壞和逼害

也不斷在加速，我們傳福音的步伐更要加快，即使逃離到世界各處，使命仍然在我們

每個人身上。 
陳麗樟姑娘 

 



 

2 

 

 
 

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後第四主日（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111 篇 1-2、9-10 節 (舊約 879 頁) 眾立 

1 哈利路亞！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和會眾中一心稱謝耶和華。 

2 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被所有喜愛的人所探尋。 

9 他向百姓施行救贖，頒佈他的約，直到永遠；他的名聖而可畏。 

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有美好的見識。 

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的！ 

3. 讚美：樂哉，救主為王 (生命聖詩 66 首) 眾立 

1 樂哉，救主為王，齊來叩拜崇敬，  

快樂歌唱謝恩，永遠凱旋歡慶。  

提高你聲，振奮你心，歡欣，歡欣，應當歡欣。  

2 救主耶穌為君，真理慈愛之神，  

洗淨我眾罪過，榮登天上寶座。  

提高你聲，振奮你心，歡欣，歡欣，應當歡欣。  

3 神國永不衰敗，統管天地萬眾，  

死亡地獄鑰匙，皆在耶穌手中。  

提高你聲，振奮你心，歡欣，歡欣，應當歡欣。 (間奏)  

4 歡欣榮耀盼望，救主必再顯現，  

引領屬祂僕人，進入永遠家園。  

提高你聲，振奮你心，歡欣，歡欣，應當歡欣。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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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救主耶穌，仁者之樂 (生命聖詩 70 首) 眾坐 

1 救主耶穌，仁者之樂，生命之源，萬人之光！  

我今撇下世間享受，虛心回轉向祢仰望。  

2 救主真理永存不變，呼求主者必蒙拯救；  

尋主之人見主美善，尋見主者主是萬有。  

3 我眾得嘗生命之糧，越嘗美味越加響往；  

我眾得飲生命活泉，越飲玉漿越加渴望。  (間奏) 

4 浮生境遇虛幻易變，我靈熱切尋求主面，  

我心歡樂見主笑容，憑信近主福樂無窮。  

5 求主耶穌永遠同在，使我時日光明安泰；  

懇求驅除罪惡黑夜，使祢聖光普照世界。 

6. 誦讀經文 眾坐 

申命記 18 章 15-20 節 (舊約 263 頁) 

15 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弟兄中給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 

 你們要聽他。 

16 這正如你在何烈山大會的那日向 

 耶和華－你的神所求的一切， 

說：『求你不要再叫我聽見耶和華－我神的聲音， 

也不要再叫我看見這大火，免得我死亡。』 

17 耶和華對我說： 

 『他們說得對。 

18  我必在他們弟兄中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你。 

  我要將當說的話放在他口裏； 

  他要將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告訴他們。 

19  誰不聽從他奉我名所說的話，我必親自向他追究。 

20  若有先知擅自奉我的名說了我未曾吩咐他說的話， 

  或是奉別神的名說話，那先知就必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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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 章 21-28 節 (新約 54 頁) 

21 他們到了迦百農，耶穌就在安息日進了會堂教導人。 

22 他們對他的教導感到很驚奇， 

因為他教導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文士。 

23 當時，會堂裏有一個污靈附身的人，他在喊叫， 

24 說：「拿撒勒人耶穌，你為甚麼干擾我們？你來消滅我們嗎？ 

我知道你是誰，你是神的聖者。」 

25 耶穌斥責他說：「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吧！」 

26 污靈使那人抽了一陣風，大聲喊叫，就出來了。 

27 眾人都驚訝，以致彼此對問： 

「這是甚麼事？是個新的教導啊！他用權柄命令污靈， 

連污靈也聽從了他。」 

28 於是耶穌的名聲立刻傳遍了全加利利周圍地區。 

7. 回應 (奉獻)：信徙要儆醒 (生命聖詩 355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2 章 39-52 節 (新約 89 頁) 眾坐 

39 約瑟和馬利亞照主的律法辦完了一切的事， 

 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 

40 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 

 又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 

41 每年逾越節，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 

42 當他十二歲的時候，他們按著過節的規矩上去。 

43 守滿了節期，他們回去，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並不知道， 

44 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 

 走了一天的路程才在親屬和熟悉的人中找他， 

45 既找不著，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46 過了三天，他們發現他在聖殿裏， 

 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 

47 凡聽見他的人都對他的聰明和應對感到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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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他父母看見就很驚奇。他母親對他說： 

「我兒啊，為甚麼對我們這樣做呢？ 

看哪，你父親和我很焦急，到處找你！」 

49 耶穌對他們說： 

「為甚麼找我呢？難道你們不知道我應當在我父的家裏嗎？」 

50 他所說的這話，他們不明白。 

51 他就同他們下去，回到拿撒勒，並且順從他們。 

 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裏。 

52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9. 信息：留白的童年歲月 眾坐 

10. 回應：一生在神手中 (生命聖詩 290 首) 眾立 

1 一生在神手中，願祢支配使用； 

 願將我命，我靈，我友，全交託祢護佑。 

2 一生在神手中，不論遇何環境， 

 遇福遇禍，黑暗光明，全順服祢帶領。  (間奏) 

3 一生在神手中，被釘十架恩主﹗ 

 為我罪過雙手刺透，如今帶領保守。 

4 一生在神手中，永遠信靠順服； 

 將來被召到主面前，永享安息美福。阿們！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散會聖歌 (生命聖詩 527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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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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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李燕怡姊妹 呂潔玲姊妹

李敬因姊妹 鄧玉芬姊妹

陳玉燕姊妹 林　瑧

暫　停 暫　停

蔡頴鈞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陳志輝先生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陳貽添執事 徐俊榮執事

劉麗梅姑娘

吳綺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徐俊榮執事

暫　停

簡雪萍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後第五主日(2月7日) 聖餐顯現期後第四主日(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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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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

或登入 https://forms.gle/3dQwSKTRFCsBWUfz8 填寫「網上崇拜出席

記錄」，以便協助教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帖撒羅尼迦前書 5 章、帖

撒羅尼迦後書 1-3 章、提摩太前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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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於 2021 年 1 月 21 日互選新一屆執事崗位，資料如

下：請弟兄姊妹為新一屆執事禱告，求主親自帥領執事同心

推動聖工。 

事奉崗位 執事名稱 

副主席 余文耀 

司庫 黃佩貞 

行政 余文耀、陳永祐、莫雪貞、黃佩貞 

崇拜 陳永祐、蔡穎鈞 

教育 李婉貞、莫雪貞 

關顧 陳貽添、鄭慧芝 

差傳/佈道 余文耀、呂君達 

青少年 雷偉勝、徐俊榮 

5) 本堂詩班招募弟兄姊妹參與詩班司琴事奉，可與盧影媚姊

妹、傳道人陳志輝先生聯絡及查詢詳情。(建議須考獲鋼琴

或風琴八級以上) 

6) 疫情期間，本堂圖書櫃仍然開放供會眾借還圖書，並豁免逾

期還書費用，以鼓勵弟兄姊妹的屬靈生命持續成長。若情況

許可，請回來辦理還書手續，讓更多弟兄姊妹可借閱。 

 

 

https://forms.gle/3dQwSKTRFCsBWUf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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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會友招楚筠姊妹丁母憂 (招姚麗華夫人)安息禮於 2 月 2 日

下午 2:30 伊利沙伯醫院舉行，隨即往沙田富山進行火葬禮，

求主安慰其家人。 

8) 會友莫譚發弟兄 (莫雪貞執事之父親)於 1 月 25 日安息主

懷，安息禮於 2 月 10 日晚上 7:30 於世界殯儀館 402 室舉

行，2 月 11 日早上往和合石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