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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預若期的預備 

 
因應疫情下的限聚令，堂會的聚會仍未能恢復，聚會群體選用不同方式保持聯繫，

最多採用網上的會議程式，亦有暫停了聚會一段日子。「福蔭團契」實體聚會雖然暫

停了，但團友透過手機程式群組，每天都彼此關心、分享聖經的話、彼此鼓勵、代

禱。在原定聚會的日子(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牧者分享一篇短短的文章，鼓勵團友

繼續仰望神、以信心與主耶穌走過每一天。以下是二月份的分享-禁食禱告 

 
下星期三(17/2)是聖灰日，是預苦期的開始，在未來的 40 天當中，我們都可以思想
救主為我們而死對自己生命的改變。坊間有不少書籍教導信徒在預苦期如何每天作
默想，亦有提及在這期間作禁食。因身體的原固，我們是否不能禁食祈禱？禁食的
方式有多種，其中一種是作一項食物的禁食，選擇一種自己喜歡的食物，如糖果、
咖啡、茶，甚至是瓜果，一款我們每天必吃的小食，在預苦期間暫停不吃，用意是
提醒自己要好好為某一目標祈禱。當你實踐時，一方面不會影響身體健康，而且每
次想到這小食，也成為要祈禱的提醒。 

 
不要讓人看出你在禁食，只讓你隱祕中的父看見；你父在隱祕中察看，必然賞賜你。

(太 6:18) 

 
由 2 月 17 日開始，實踐了這安排，已經一個多月，除了星期日之外 (配合「預苦期」

的計算分法)，保持著每天實行。這安排完全不影響個人的健康，根本沒有人會察覺

到自己有這安排，只須要調教少少生活習慣，任何人都可以實踐。因為每天都會想

起這食物，但也同時提醒自己正在實踐禱告的操練，也為著受苦節將近，多思想自

己日常生活，如何回應這為我們的罪而釘死在十架上的主耶穌。 

 
預苦期其中之一的重要提醒，是要信徒「悔改」，及因著主耶穌已為我們釘十架，叫

凡相信他的人都可以「重生」，不斷的靠主「更新」自己。不知我們在信主後，經歷

了多少個受苦節？每年那段日子，有沒有作出個人的懊悔？耶穌對自己的改變，會

否深深的產生作用？或是淡淡如水，未有再帶來更新？ 

 
還有 12 天就是受苦節，我們會如何預備自己？記念救主曾為自己的罪而釘在十架

上。 

 
陳志輝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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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三月廿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預苦期第五主日 (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51 篇 1-3、11 節 (舊約 809 頁) 眾立 

1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恩待我！ 

 按你豐盛的憐憫塗去我的過犯！ 

2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滌淨盡，潔除我的罪！ 

3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11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 

 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3. 讚美：畢生愛主 (普天頌讚 223 首) 眾立 

1 我愛我主，深印於心，非慕天堂榮望，  

 更非恐怕不愛我主，後必失喪淪亡。  

2 思念救主十架之上，擁抱宿敵像我！  

 短釘長槍為我忍受，承擔羞辱苦楚。  

3 千種憂思，萬般折磨，痛苦血流如注，  

 捨身成仁，為念罪人，哀我背道叛主！  

4 恩主耶穌仁義深情，我能不愛我主？  

 忠貞非為天堂福樂、逃脱地獄沉淪；  

5 非為期望贏取獎賞，非為搜覓寶藏，  

 只因主祢先愛我們，慈愛信實久長。  

6 今願畢生愛祢忠誠，讚頌恩惠深廣，  

 只因祢作我主、我神、我心永遠君王。阿們。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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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僅似芥種一粒 (普天頌讚 221 首) 眾坐 

1 怎能如此：耶穌的一生，僅似一粒小小芥種？  

 祂教訓、醫治、寬恕罪孽，僅似一粒小小芥種！ **  

2 怎能如此：耶穌的十架，僅似一粒小小芥種？  

 罪惡權勢—死亡被揭穿，僅似一粒小小芥種！  ** (間奏) 

3 怎能如此：耶穌的復生，僅似一粒小小芥種？  

 粉碎死毒鈎，更新創造，僅似一粒小小芥種！  **  

 

** 能否想像上主國度從芥種萌生、發旺、擴張！  

 可供棲身、休歇、為家，全自一芥種發旺、擴張！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19 篇 9-16 節 (舊約 886 頁) 

9 青年要如何保持純潔呢？是要遵行你的話！ 

10 我曾一心尋求你，求你不要使我偏離你的命令。 

11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免得我得罪你。 

12 耶和華啊，你是應當稱頌的！求你將你的律例教導我！ 

13 我用嘴唇傳揚你口中一切的典章。 

14 我喜愛你的法度，如同喜愛一切的財物。 

15 我要默想你的訓詞，看重你的道路。 

16 我要以你的律例為樂，我不忘記你的話。 

  

希伯來書 5 章 5-10 節 (舊約 349 頁) 

5 同樣，基督也沒有自取作大祭司的榮耀， 

 而是在乎向他說話的那一位，他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6 就如又有一處說： 

「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體系永遠為祭司。」 

7 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曾大聲哀哭，流淚禱告， 

 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神，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 

8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9 既然他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10 並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體系宣稱他為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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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應 (奉獻)：惟遵父旨 (普天頌讚 243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以斯帖記 3 章 1-11 節 (舊約 687 頁) 眾坐 

1 這些事以後，亞哈隨魯王使亞甲人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尊大，
提升了他，叫他的爵位超過所有與他同朝的官長。 

2 在朝門，王所有的臣僕都跪拜哈曼，因為王如此吩咐， 

但末底改不跪不拜。 

3 在朝門，王的臣僕對末底改說：「你為何違背王的命令呢？」 

4 他們天天勸他，他還是不聽，他們就告訴哈曼， 

要看末底改的事是否站得住， 

因他已經告訴他們自己是猶太人。 

5 哈曼見末底改不跪不拜，就非常憤怒。 

6 有人把末底改的宗族告訴哈曼。 

哈曼看下手只害末底改一人是小事， 

還圖謀要滅絕亞哈隨魯王全國所有的猶太人， 

就是末底改的宗族。 

7 亞哈隨魯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抽普珥， 

普珥即籤，要定何月何日；抽到了十二月，就是亞達月。 

8 哈曼對亞哈隨魯王說： 

「有一民族散居在王國各省的民族中，與眾不同； 

他們的律例與萬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 

所以容留他們對王無益。 

9 王若以為好，請下諭旨滅絕他們， 

  我就捐一萬他連得銀子交給管財政的人，納入王的府庫。」 

10 於是王從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給猶太人的仇敵， 

亞甲人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 

11 王對哈曼說：「這銀子賜給你，這民族也交給你， 

可以照你眼中看為好的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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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不跪不拜 眾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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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耶穌 ─ 信徙榜樣 (普天頌讚 220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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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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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　停

-　-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簡雪萍姊妹

雷偉勝執事 簡雪萍姊妹

陳永祐執事 李婉貞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麥志成牧師 朱美儀姑娘

鄧美葆姊妹

劉翠琴姊妹

朱美儀姑娘

徐俊榮執事 周家揚弟兄

潘裕文姊妹 潘裕圖弟兄

暫　停 暫　停

葉德誠弟兄 簡雪萍姊妹

呂君達執事

當值執事

黃佩貞執事

主日職事人員表
棕枝主日（紅）(3月28日) 預苦期第五主日 (紫)(3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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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cP98W2wSVHT1P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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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若出現情緒波動、面臨抉擇及生活需要等問題，請與本

堂牧者聯絡，會盡力傾聽、舒解及代禱。 

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啓示錄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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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月 2 日(五)晚上 7:30 受苦節崇拜，暫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弟

兄姊妹只要瀏覧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 

6) 本堂將於 4 月 24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由余德淳博士

主講，題目：「變幻中的平安」。若未能恢復實體聚會，將會在藍

田堂 Facebook 進行網上直播，不設陪談時段，佈道會後請弟兄

姊妹轉發網上回應表給福音對象，亦歡迎轉介教牧同工認識或

探訪對象。稍後若放寬宗教聚會，佈道會將同時以直播及實體聚

會進行。 

7) 2020-21 年度奉獻截數日期及時間定為 3 月 28 日中午 12:00 時

正，截數後所收的奉獻將撥入下一年度(2021-22)計算，本年度奉

獻收據會以「電子收據」於 4 月 26 日後以電郵發送。會友欲更

改電郵信箱地址或希望以其他形式領取收據，請通知幹事。截止

日期：4 月 25 日下午 1 時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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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志輝傳道聯絡及查詢詳情。(建議須考獲鋼琴或風琴八級或以上) 

 

 

 

https://forms.gle/CxcP98W2wSVHT1P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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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10) 會友林少常弟兄安息禮於 3月 30日晚上 8:00於萬國殯儀館 303

室舉行，3 月 31 日於和合石火葬場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