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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聖靈降臨節 
 

上星期是復活主日，由這天後第 50 天，就是「聖靈降臨節」，也是我們在新約聖

經中看到的「五旬節」(使徒行傳第 2 章) 

1 五旬節那日到了，他們全都聚集在一起。 

2 忽然，有響聲從天上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整座屋子； 

3 又有舌頭如火焰向他們顯現，分開落在他們每個人身上。 

4 他們都被聖靈充滿，就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按主耶穌的應許(路 24:49)，聖靈降臨在信主的人身上，成為信徒的保衛師，讓我

們在生活中能想起聖經的話(約 14:26)。藍田堂的洗禮，一般都安排在「聖靈降臨

節」及「聖誕節」。因為疫情的影響，於 2020 年「聖誕節」的水禮，將延後到 2021

年 5 月 23 日的「聖靈降臨節」崇拜後舉行。希望當日的限聚令指引，仍可以讓

會眾前來參與崇拜及見證水禮的進行。 
 

水禮是信徒在眾人面前，公開承認耶穌基督是救主及生命的主的日子，也是信徒

在信心的歷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加強在世界上見證自己分別為聖的決心。

這與「復活期」也有相同的意義- 
 

「全是因為耶穌基督復活，才使當時的使徒和門徒知道他們遇見了這位能勝過
死亡的生命君王，沒有人可以戰勝死亡，除非是這一位賜生命的主宰。因此，他
們才宣信耶穌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兒子。使徒們對耶穌認信，承認祂是基督，這
樣才記錄了祂的生平：降生、受洗、傳道、受苦、受死和復活，復活是信仰的核
心，也是我們信仰的起始點。」(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教會年曆簡介) 

 
預苦期提醒信徒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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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叫我們好好預備自己，多認識

聖經的教導，並迎接之後「聖靈降臨期」的信仰實踐。 
 

藍田堂新一期的讀經活動將於 4 月中開展，信徒要多讀聖經，才可以知道主耶穌

的教導，讓聖靈在我們心中成為隨時的提醒，能分別出甚麼是個人的喜惡，甚麼

是個人在成長中而建構出的價值觀，這些保護著自己成長的經驗、智慧，未必與

聖經的教導一致，更可能會阻礙自己跟隨聖靈的提醒而行，以至未能在這不信的

世代中，實踐分別為聖的生活。 
 

若有人問起藍田堂有甚麼特色，我們能否回應指出，這所堂會的信徒都很重視讀

聖經；能有這回應，就有待大家如何在這方面共同實踐。 

 

陳志輝傳道 
 



 

2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期第二主日（白/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33 篇 (舊約 902 頁) 眾立 

1 看哪，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2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 

 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 

合： 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3. 讚美：戰爭完畢 (生命聖詩 139 首) 眾立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1 戰爭完畢，奮鬬告終，生命之主已建奇功， 
 凱歌始唱，聲震天空；哈利路亞！ 
2 死亡權威，猖狂無雙，基督得勝，死權敗亡， 
 高聲歡呼，齊來歌唱；哈利路亞！ 
3 三天哀傷，轉瞬已過，得勝君王，由死復活， 
 主首加冕，光輝閃爍；哈利路亞！      (間奏) 
4 地獄之門，主已封閉，天堂之門，主已敞開， 
 高聲讚美，歡然奏凱；哈利路亞！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慶賀主復活 (生命聖詩 131 首) 眾坐 

1 “歡迎快樂清晨！”百世同慶賀，“地獄今日消滅， 
天堂已復得！”請看，死者復生，神榮貫永恆。 
宇宙萬物崇敬造物主聖名。   ** 

2 大地重披春衣，歡欣作見證，一切美好恩賜，皆因主復生。 
 芳草綴滿花朵，秀枝佩翠葉， 
 述說主苦已過，勝利當慶賀。  **  (間奏) 

3 創造主，救贖主！是我生命源，祢從天上觀看人性被污染。 
 永生聖父差遣所愛獨生子， 
 道成肉身降世，救人復原義。  ** 
 
** “歡迎快樂清晨！”百世同慶賀， 
  “地獄今日消滅，天堂已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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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約翰福音 20 章 19-31 節 (新約 175 頁) 

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因怕猶太人， 

所在的地方門都關了。 

耶穌來，站在當中， 

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20 說了這話，他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門徒一看見主就喜樂了。
21 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22 說了這話，他向他們吹一口氣，說： 

「領受聖靈吧！ 

23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免； 

 你們不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不得赦免。」 

24 那十二使徒中，有個叫低土馬的多馬， 

 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在一起。 

25 其他的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 

 多馬卻對他們說： 

 「除非我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我的指頭探入那釘痕，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絕不信。」 

26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在一起。 

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27 然後他對多馬說： 

「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看看我的手； 

把你的手伸過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 

28 多馬回答，對他說：「我的主！我的神！」 

29 耶穌對他說： 

「你因為看見了我才信嗎？那沒有看見卻信的有福了。」 

30 耶穌在他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錄在這書上。 

31 但記載這些事是要使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並且使你們信他，好因著他的名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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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4 章 32-35 節 (新約 185 頁) 

32 許多信徒都一心一意，沒有一人說他的任何東西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33 使徒以大能見證主耶穌復活； 

 眾人也都蒙了大恩。 

34 他們當中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凡有田產房屋的都賣了， 

 把所賣的錢拿來， 

35 放在使徒腳前，照每人所需要的，分給每人。 

7. 詩班獻詩：復活基督 (普天頌讚 288 首) 眾坐 

1 復活基督曾負創傷之腳，走出墓園，踏進漆黑街道， 

釋放綑鎖：絶望、愁苦、驚慌，安慰一切聆聽之心“平安！” 

2 復活基督曾負創傷胸膛，吹出聖靈，內居門徒心房， 

除去不信、疑惑，穩固信仰，賞賜新力、新恩、意義方向。 

3 復活基督曾負創傷之手，擘餅分給無知、小信領受， 

顯彰奧祕，縱仍愁心未醒，火熱心靈，救主瞬失蹤影。 

4 基督肢體，願將服役延伸，幫助一切受壓被欺之人， 

直到眾皆得福互愛、相敬，基督之內重建真實人性。阿們。 

8. 回應 (奉獻)：復活良辰 (生命聖詩 135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羅馬書 9 章 6-18 節 (新約 237 頁) 眾坐 

6 這不是說神的話落了空。因為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7 也不因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就都是他的兒女； 

惟獨「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8 這就是說，肉身所生的兒女不是神的兒女， 

惟獨那應許的兒女才算是後裔。 

9 因為所應許的話是這樣： 

「到明年這時候我要來，撒拉必會生一個兒子。」 

10 不但如此，利百加也是這樣。 

她從一個人，就是從我們的祖宗以撒懷了孕。 

11 雙胞胎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行出來， 

為要貫徹神揀選人的旨意， 

12 不是憑著人的行為，而是憑著那呼召人的，神就對利百加說： 

「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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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正如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 

14 這樣，我們要怎麼說呢？難道神有甚麼不義嗎？絕對沒有！
15 因他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16 由此看來，這不靠人的意願，也不靠人的努力，只靠神的憐憫。
17 因為經上有話對法老說： 

「我將你興起來，特要在你身上彰顯我的權能， 

為要使我的名傳遍全地。」 

18  由此看來，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使誰剛硬就使誰剛硬。 

10. 信息：一切在乎上帝的應許 眾坐 

11. 回應：惟主永遠長存 (生命聖詩 292 首) 眾立 

1 我聞慈愛之言，注目救主寶血， 

 主作祭物犧牲功效，使我與神和好。 

2 平安永遠長存，像主聖名不變， 

 穩固猶如上帝寶座，永遠堅定不移。 

默想：  3 黑雲飄來逝去，暴雨橫掃天空， 

    主血印證永不改變，十架常在心中。 

4 我愛心會冷漠，喜樂如潮起伏， 

 耶和華神永不變更，祂賜永遠平安。 

5 你我容易改變，惟主永遠長存， 

 主愛才是安居之處，真理永繫我心。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基督耶穌今復生 (生命聖詩 137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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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讀經: 林洛琛弟兄 李燕怡姊妹 林洛琛弟兄 鄭美珍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待定 待定

司事: 顧建德弟兄 黃慧儀姊妹 何美蘭姊妹 劉惠雯姊妹

當值: 王月珊姊妹 孔憲榮弟兄 鄧民亮弟兄 沙韋琪姊妹

影音: 徐俊榮執事 待定

執事: 黃佩貞執事 徐俊榮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趙惠蘭姊妹 葉蔓菲姊妹 梁銘章弟兄 蔡加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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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和平: 周敏儀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朱美儀姑娘

仁愛: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朱美儀姑娘

周潔頤姊妹

鄧玉芬姊妹

周敏儀姊妹

利珍寶姊妹 李燕怡姊妹

周敏儀姊妹 林溢敏姊妹

許以信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郭小姬姊妹

葉德誠弟兄 陳其銘弟兄

雷偉勝執事 蔡頴鈞執事

李燕怡姊妹 李淑蓮姊妹

柯思敏姊妹 黃菁菁姊妹

羅志威弟兄 鍾志堯弟兄

李文耀博士

黃翰濤弟兄

鄺淑芬姊妹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三主日(白/金)(4月18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白/金)(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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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
參與本堂聚會。 

2)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ojLEJWPMZY2tJhLH9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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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建道神學院教務長、神學系副教授李文耀牧師蒞臨本
堂證道。 

5) 執事會訂於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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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擬定 4 月 18 日恢復兩堂崇拜，開始時間：早上 9:00、
11:30，會眾請携帶簽到咭簽到；鑑於疫情，仍然鼓勵會
眾參與網崇拜直播。 

7) 本堂將於 4 月 24 日（六）晚上 7:00 舉行「變幻中的平安」
佈道會，由余德淳博士主講。佈道會暫定以網上直播形式
進行，若繼續放寬宗教聚會，佈道會將同時以直播及實體
聚會進行，請弟兄姊妹邀請親友參與。另外，有志作陪談
員及招待員的肢體請先行報名，若能安排實體聚會將會盡
快落實陪談及招待安排，請使用圖書閣對出間隔上報名
表，亦可登入 https://forms.gle/UTogUN2udLzqtxrL9 報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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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登入 https://forms.gle/SfAYM6ULNoGbV19d8 填寫資料。
截止日期：4 月 25 日下午 1 時正。 

 

 

 

 

 

 

 

https://forms.gle/ojLEJWPMZY2tJhLH9
https://forms.gle/UTogUN2udLzqtxrL9
https://forms.gle/SfAYM6ULNoGbV19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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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年第三季的青成主日學課程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參加的弟

兄姊妹請於 25/4(日)或以前提交電子報名表，以實體形式上

堂。若崇拜聚會安排有變，各課程的上課時間及形式可能會有

改動。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報名連結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

睇真 D】 

讓學生透過觀察經文及

發問，實踐信仰。 

陳麗樟姑娘、

吳可淇弟兄、

陳樂獻弟兄 

5 月 9 日(日) 開

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https://forms.gle/386gXvn5y66LChMw8  

成人主日學 

【以弗所書】 

我們讀以弗所書時，是

否慣常著眼於個人生命

在主裏的改變和成長，

「脫去舊人，穿上新

人」？邀請你再次認識

保羅這封書信的收信人

─ 在基督裏的新人。 

劉麗梅姑娘 5 月 2 日(日) 開

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共 10 堂 ) 

https://forms.gle/PVy3zKVJHyd8WYsh7  

成人主日學 

【基督教倫

理與世界分

別/融和？】 

倫理是叫人如何做適當

的事，好讓大家能和平

共存，固然能夠領人歸

主是我們的任務，但無

視別人的文化價值觀，

就不會得到別人的尊重

了，本課就是探討基督

教的倫理觀如何於這個

（大多數人都未信的）

世界中定位、真正成為

「世上的鹽和光」 

麥志成牧師 5 月 2 日(日) 開

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共 11 堂 ) 

https://forms.gle/VtC6xV54MUZ81bVK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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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琴八級或以上) 

11) 會友周勤國弟兄於 4 月 8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386gXvn5y66LChMw8
https://forms.gle/PVy3zKVJHyd8WYsh7
https://forms.gle/VtC6xV54MUZ81bVK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