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址：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cmaltc.org 

電  話：23469681、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 主 任：陳志輝傳道  

教牧同工：麥志成牧師、尚佩冰牧師（義務）、朱美儀姑娘、陳麗樟姑娘、 

     劉麗梅姑娘（部份時間）、江慕慈姑娘 

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   幹事：陳可媚姊妹       加入通訊錄 

1 
 

生活靈修 

  在疑問中等候神 

 

先知哈巴谷是主前約六百年的人，他在猶大國衰落之時作先知事奉耶和華。當時

猶大國遭受巴比倫國的侵略和攻佔，正在亡國邊緣，為此哈巴谷先知充滿疑問和悲痛。

原來以色列人是神所揀選的子民，神曾經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應許賜福給他們的子

孫；可是，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犯罪背棄神，他們竟然拜偶像得罪神，富有的人侵吞地土、

欺壓窮人，作領袖的人又屈枉直正、收受賄賂，於是神管教以色列人，但哈巴谷不明白

神為何用一個比以色列人更邪惡更可憎的國家— 巴比倫去懲罰以色列人？巴比倫人性

情殘酷、狂妄自大、目中無神，所到之處盡被摧毀（哈巴谷書 1:2-4），耶和華神竟然容

讓他們去吞滅以色列人？ 

哈巴谷先知坦誠向神表達心中的不快和疑問，這也是許多人的寫照。或許我們看見

各種罪惡、荒謬不公的現象，甚至我們個人遇到難處、傷害、頑疾和分離等衝擊的時候，

曾幾何時我們都會像哈巴谷一樣發出疑問，神為何讓這些事臨到我們或其他人身上？然

而，先知在衝擊和痛苦之中，仍然存著信心等候神的回應，尋求神的話語，他雖然疑惑

卻沒有離開神（哈巴谷書 2:1）。對於欠缺耐性的人來說，等候神的回應和神的帶領可以

是很大的考驗！ 

從神向哈巴谷的回應中可見，強大的巴比倫之興起與侵略列國的行為是神所容許的，

神藉著巴比倫去懲罰列國和以色列人亦是祂的計劃，雖然神並沒有解釋原因，但神保證

「義人必因信得生」（哈巴谷書 2:4），而罪惡滿盈的巴比倫定必因著她的罪惡而遭受神

的公義審判。結果，巴比倫在主前 539 年被瑪代波斯國徹底所滅，永不復國，四大文明

古國之一的巴比倫，從此消失世上，驗証了神的信實和公義，祂必追討和刑罪作惡的人

和狂傲之國。 

當哈巴谷領受神的回應之後，他感到既安慰又戰兢。因著敬畏神，哈巴谷信服神每

一句說話和決定，即使他生前未能看見巴比倫受刑罰，但憑著信心的眼睛就看見了：「雖

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

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

我的腳快如母鹿，又使我穩行在高處。」（哈巴谷書 3:17-19） 
 

陳麗樟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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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五月二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期第五主日 (白/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信仰奧秘 (普天頌讚 850 首) 眾坐 

同宣基督曾捨命，復活勝死掌權柄， 
應許再來，同期待，光輝榮耀歸上主。 

3. 宣召：約翰福音 15 章 1-2、8 節 (新約 166 頁) 眾立 

1 「我就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掉； 
 凡結果子的，他就修剪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4. 讚美：聖哉三一 (生命聖詩 5 首) 眾立 

   1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清晨我眾歌頌，歡聲上達天庭；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 
    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 
   2 聖哉，聖哉，聖哉，眾聖都敬拜， 
    放下黃金冠冕，環繞在水晶海； 
    千萬天使天軍，俯伏叩拜主前， 
    昔在而今在，永在億萬年。 
清唱：3 聖哉，聖哉，聖哉，主莊嚴威榮； 
    罪人昏昧難見，因黑暗罪深重； 
    惟獨上主至聖，惟獨上主至尊， 
    全能又全愛，至聖潔真神。   (間奏) 
   4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地上天空海洋，萬物同頌主名；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 
    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阿們！ 

5.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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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頌：何等奇妙的救主 (生命聖詩 64 首) 眾坐 

1 基督贖罪救恩完成，何等奇妙的救主！ 
 我罪得贖代價付清，何等奇妙的救主！ 

2 我讚美祂洗罪寶血，何等奇妙的救主！ 
 使我與神和好心悅，何等奇妙的救主！ 

3 祂已洗淨我心罪愆，何等奇妙的救主！ 
 今在我心執掌王權，何等奇妙的救主！  (間奏) 

4 祂賜力量使我堅固，何等奇妙的救主！ 
 使我克服試煉艱苦，何等奇妙的救主！ 

 
**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我耶穌，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我主。 

7.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22 篇 25-31 節 (舊約 777 頁) 

啓：25 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 
   我要在敬畏耶和華的人面前還我的願。 
應：26 願困苦的人吃得飽足，願尋求耶和華的人讚美他。 
   願你們的心永遠活著！ 
啓：27 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順他， 
   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應：28 因為國度屬於耶和華，他是管理列國的。 
啓：29 地上富足的人都必吃喝而敬拜， 
   凡下到塵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 
   都要在他面前下拜； 
應：30 必有後裔事奉他，主所做的事必傳給後代。 
合：31 他們必來傳他的公義給尚未出生的子民，這是他的作為。 
 
使徒行傳 8 章 26-40 節 (新約 192 頁) 
26 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腓利說： 
 「起來！向南走，往那從耶路撒冷下迦薩的路上去。」 
 那路是曠野。 
27 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個埃塞俄比亞人， 
 是個有大權的太監， 
 在埃塞俄比亞女王甘大基的手下總管銀庫， 
 他上耶路撒冷去禮拜。 
28 回程中，他坐在車上，正念著以賽亞先知的書， 
29 聖靈對腓利說：「你去！靠近那車走。」 
30  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裏，聽見他正在念以賽亞先知的書， 
  就說：「你明白你所念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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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他說：「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於是他請腓利上車，與他同坐。 
32 他所念的那段經文是這樣：「他像羊被牽去宰殺， 
 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33 他卑微的時候，得不到公義的審判，誰能述說他的身世？ 
 因為他的生命從地上被奪去。」 
34 太監回答腓利說： 
 「請問，先知說這話是指誰，是指自己，還是指別人呢？」 
35 腓利就開口，從這段經文開始，對他傳講耶穌的福音。 
36 二人正沿路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監說： 
 「看哪！這裏有水，有甚麼能阻止我受洗呢？」 
38 於是他吩咐把車停下來，腓利和太監二人一同下到水裏， 
 腓利就給他施洗。 
39 他們從水裏上來，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 
 太監再也看不見他了，就歡歡喜喜地上路。 
40 後來有人在亞鎖都遇見腓利；他走遍那地方， 
 在各城宣揚福音，一直到凱撒利亞。 

8. 詩班獻詩：以馬忤斯旅程 (來就主席筵 22 頁) 眾坐 

   1 主啊，祢曾開人心竅，憑藉祝謝把餅擘。 
    羔羊被殺，今已得勝，復活稱義啓永泰！ 
    人生旅程主親同行，仍以恩典驚眾心！ 
    求賜以馬忤斯經歷，天天烙印祢榮形！ 
   2 我等卑微，主竟相伴，同行領眾出死蔭！ 
    男女老少皆福祉，聖靈吹氣甦眾心。 
    受洗歸於基督聖名，藉水、聖道啓新生， 
    圍坐聖桌豐足供應，復活救主奧妙臨！ 
會眾：3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頌主復活歌不停！ 
    求納此生、敬拜、歡欣，猶如活祭表衷情。 
    謝主塑造萬民歸祢，選召各族進天邦； 

    求差眾僕─基督身體，傳主醫治恩深廣！ 

9. 回應 (奉獻)：求開心竅 (普天頌讚 562 首) 眾坐 

10.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6 章 1-13 節 (新約 119 頁) 眾坐 

1 耶穌又對門徒說： 
 「某財主有一個管家，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費他的財物。 
2 主人叫他來，對他說： 
 『我聽到了，你做的是甚麼事？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清楚， 

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了。』 
3 那管家心裏說： 
 『主人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將來做甚麼呢？ 

鋤地嘛，沒有力氣；討飯嘛，怕羞。 
4 我知道怎麼做，好叫人們在我不作管家之後， 
 接我到他們家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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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是他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地叫了來， 
 問頭一個說：『你欠我主人多少？』 
6 他說：『一百簍油。』管家對他說： 
 『拿你的賬，快坐下，寫五十。』 
7 他問另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一百石麥子。』
 管家對他說：『拿你的賬，寫八十。』 
8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精明， 
 因為今世之子應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 
9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 
 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遠的住處去。 
10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11 若是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 
 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 
12 如果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 
 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13 一個僕人不能服侍兩個主；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 
 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瑪門。」 

11. 信息：管理財富 眾坐 

12. 認信：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聖桌擺開 (普天頌讚 454 首) 眾坐 

   憑信，不憑眼見 (普天頌讚 287 首)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願主國降臨 (普天頌讚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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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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讀經: 林恩庭姊妹 連卓鴻弟兄 林恩庭姊妹 繆迺頌姊妹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鄧民亮弟兄

司琴: 陳雅媛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葉翠蓮姊妹 陳惠霞姊妹 黃香娣姊妹 唐建寛姊妹

司事: 鄧愛賢姊妹 陳翠珍姊妹 黃曉媚姊妹 莫雪貞執事 陳景安弟兄 温美娟姊妹 羅志威弟兄 謝月芬姊妹

當值: 黃翠屏姊妹 麥永佳姊妹 楊彼得弟兄 林志剛弟兄 方艾洲弟兄 張錦雲姊妹 古海劍弟兄 曾建恆弟兄

影音: 張淑敏姊妹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執事 林溢謙弟兄 黃永賢弟兄 周鈺貽姊妹 黃曉媚姊妹 楊芷瑩姊妹

執事: 陳貽添執事 李婉貞執事 余文耀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義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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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甄樂陶弟兄 甄樂陶弟兄

讀經: 梁穎童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梁穎心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司事: 劉曉霖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温柔: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小朋友 呂潔玲姊妹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小朋友 呂潔玲姊妹

和平: 譚慧冰姊妹 王月珊姊妹 鄧美葆姊妹 譚慧冰姊妹 王月珊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郭小姬姊妹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郭小姬姊妹

仁愛: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六主日(白/金)(5月9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白/金)(5月2日)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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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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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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qNTHE4A9W5J51j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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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第三季的青成主日學課程開課日期及上課地點如下：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上課地點 

高中主日學 

【理】清信仰 

基督教信仰有理性的支持嗎？科學、苦

難、自由意志與基督教信仰有衝突嗎？基

督教很霸道嗎？本課程我們會與你解答一

些常見的信仰問題，一起從理性探索信

仰。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5 月 2 日(日) 開

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共 10 堂 ) 

10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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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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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副堂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 

睇真 D】 

讓學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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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室 

有興趣參加【信仰初探課程】的弟兄姊妹請於 9/5(日)或以前

提交電子報名表。 所有課程均為實體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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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困惑人生

中尋著祢 

【信仰初探

課程】 

- 對象為初信或對基督教仰有興趣

的朋友。 

- 和學員探索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價

值，與人生意義之間的關係 

江慕慈姑娘 5 月 16 日(日)開課， 

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 共 5 堂) 

https://forms.gle/F

Mf6bmCki2WmZP

3A6  

4) 福蔭團契於 5 月 8 日(六)下午 2:00-4:00 聚會，由曾令珍姑娘
主講：“你問我答；癌症營養＂，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5) 因疫情延後的 2020 年洗禮訂於 5 月 23 日(日)12:45 舉行，請
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共證主恩。 

 

 

https://forms.gle/kHqNTHE4A9W5J51j9
https://forms.gle/FMf6bmCki2WmZP3A6
https://forms.gle/FMf6bmCki2WmZP3A6
https://forms.gle/FMf6bmCki2WmZP3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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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負責辧公室行政及會計工作，處理
收支賬目，一般文書工作及辦公室行政事務，簡報製作及支
援堂會日常運作，須週六、日工作及有需要時於晚上上班。應
徵者須具備 LCCI 中級或以上的會計資歷及一般文書工作經
驗，有基本公司秘書經驗者更佳；熟悉電腦中文輸入法；主動
盡責，善於溝通，重團隊精神。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
堂。可向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7) 會友周勤國弟兄安息禮定於 5 月 4 日(二)晚上 7:45 在大圍寶
福紀念館福積堂舉行，火葬禮於 5 月 5 日(三)早上 11:00 在富
山火葬場進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