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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一份為愛而去或留的約定》 
 

      假如今年要選出年度最有觀賞價值的電視節目 ; 又或是要選出最具人情味的時事特

輯 ; 我想會選出在上個月網上收看的電視節目「尋人記」。其中有一集是尋找廿五年前記者

採訪過的一位小學教師，因著原生家庭成員在 1986 年舉家移民後留下家中排行第十的弱智妹

妹獨自在港院舍生活，而那位在家中排行第二的姐姐 (即被採訪的小學老師)，基於一份親情

及為著悉心照顧在院舍生活的弱能妹妹而放棄移居美國的機會，甘願留在香港及每個星期風

雨不改地照顧妹妹，當時四十出頭的她獨自一人留在香港，一留就三十多年了。直至現在記

者採訪她時，搖身一變已是七十三歲高齡長者，當記者再問她有否為著廿五年前放棄移民機

會感到後悔，她依然矢志不渝地表示不忍心被遺留在港的妹妹獨自一人生活及無人照顧，就

是這份姊妹情深和關愛，在感動著我們生命中對待每段關係有幾重視 ! 

      這位小學老師放棄移民美國選擇留港陪伴妹妹的故事，不禁令我想起路得記中俄珥

巴、路得和拿俄米的婆媳關係，經文記載於路得記一章六至十八節; 敘述她們原本住在猶大伯

利恆，但因著猶大地饑荒而舉家起行往摩押地寄居了十年，作為奶奶的拿俄米、大媳婦俄珥

巴和二媳婦路得的丈夫也相繼過身，於是拿俄米為著兩位媳婦的未來幸福及祈盼她們能再有

機會嫁人，於是向她們道別情願獨自一人返回猶大地，就在離別之際，俄珥巴帶著眼淚吻別

拿俄米之後留在摩押地，路得卻捨不得年紀老邁的拿俄米而選擇陪同一起返回猶大地，繼續

照顧拿俄米終老。當時不忍心捨下拿俄米的路得還向奶奶承諾一份至死不渝愛的約定，節錄

自經文 (得 1:16-17) 路得向拿俄米說 :「不要勸我離開你，轉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裏去，我

也往哪裏去； 你在哪裏住，我也在哪裏住；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

帝。你死在哪裏，我也死在哪裏，葬在哪裏。只有死能使你我分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懲

罰我！」可見路得在當其時人生面對去或留的重要抉擇時，同樣為著一份婆媳之間的愛與照

顧而選擇留在拿俄米身邊，然而路得給予拿俄米這份愛的留下約定，卻被神賜福和使用成為

生育大衛後裔之母 ; 路得下嫁波阿斯後生了俄備得，而俄備得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衛，而

大衛被神揀選成為以色列的君王。 

      最近香港人及網絡媒體熱烘烘地討論其中一個議題「應否移民? 或去他國或留在香港

的抉擇?」深信這議題會盤踞於部分港人思緒中，或是大家心憾中仍在糾結於留港生活或遠走

他方的考慮，也許從以上真人真事的小學老師、聖經中的路得勵志感人故事獲得啟發。原來

當人面對去或留的重要抉擇時，最能牽動人心的決定，還是一份依依不捨的親情，與及在我

們生命中與他者建立了細水長流的歸屬感和在我們生命中一直所重視的關係。 

其實，從聖經中路得的生命故事在向我們正在思考去或留抉擇的人訴說 : 「無論你選

擇離開或留在香港，同樣會遇見那地方生活上和生命中的種種挑戰及要面對的問題。不過作

為摩押女子的路得去到人生路不熟的猶大地開展新生活的時候，確實又經歷到神的恩典同行

與賜福，讓她在猶大地邂逅波阿斯重建家庭生活和眷顧，更被神使用成就神為每個人生命所

預設的計劃和召命。」因此，當我們在抉擇去或留的時候，不妨聆聽一下掌管生命的主向我

們所懷的意念和帶領吧 !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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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主升天主日 復活期第七主日（白/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始禮禱文 (普天頌讚 292 首) 眾立 

主：耶穌基督已高升天堂，坐在上主的右邊， 

  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的，都服在祂的腳下。 

  我們既有一位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 

  就是上主的兒子耶穌，就當持定所信的道。 

  一同讚頌祂的聖名！ 

眾：救恩屬乎我們的上主：那坐在寶座上的和羔羊！ 

  願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 

  權能與大力都歸與我們的上主，直到永永遠遠！ 

  阿利路亞！阿們！ 

3. 讚美：振奮你心 (普天頌讚 294 首) 眾立 

1 振奮你心，眾信徒！宣告聖日之福， 

 耶穌，我們的救主成就救贖之途。 

 復活後四旬已畢，雲彩高處華輝， 

 基督，奏凱得勝利，被接提升歸回。 

2 振奮你心，眾信徒！城門，抬起頭來！ 

 滿心讚歎驚歡呼，靈魂震顫滿懷， 

 或會害怕感孤單，卻知主早應許， 

 靜待聖靈顯大能，如風如火傾注。  (間奏) 

3 振奮你心，眾信徒！毋庸沮喪挫敗， 

 耶穌，我們的救主凱旋華冠穩戴。 

 受難聖首之荊棘，已轉明亮之星， 

 基督，榮耀恩主名，為神“喜樂”滿盈。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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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基督凱旋 (普天頌讚 297 首) 眾坐 

   1 我眾讚美復活恩主，升上高天父座旁， 
    天使天軍充滿敬畏，勝死救主同稱揚。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基督凱旋，榮耀王。 
詩班：2 祂曾捨棄天上榮華，降臨世塵歷劫難， 
    現在得勝，駕雲升騰，高天重戴榮耀冕。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基督掌權到永遠。 
   3 我主厚賜天上豐富，垂聽禱告樂施恩， 
    復興、得贖、警醒、守望，永作基督勝利軍。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天父恩澤惠然臨。 
   4 祂今囑咐我眾宣揚，安慰驚恐拯失喪， 
    應許再臨，充滿榮耀，引領眾子回天鄉。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主必快來！我盼望。 
詩班： 阿們，阿們。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 篇 (舊約 757 頁) 

1-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傲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 

 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4 惡人並不是這樣，卻像糠粃被風吹散。 
 5 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義人的會眾中也是如此。 
 6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約翰福音 17 章 6-19 節 (新約 169 頁) 

6 「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把你的名顯明給他們。 
 他們本是你的，你把他們賜給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 

7 現在他們知道，你所賜給我的一切都是從你那裏來的； 
8 因為你所賜給我的話，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 

 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出來的，並且信你差了我來。 
9 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卻為你所賜給我的人祈求， 

 因他們本是你的。 
10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得了榮耀。
11 我到你那裏去；我不再留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 

 聖父啊，求你因你的名，就是你所賜給我的名， 
 保守他們，使他們像我們一樣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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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我奉你的名，就是你所賜給我的名， 
 保守了他們，我也護衛了他們；其中除了那滅亡之子， 
 沒有一個滅亡的，好使經上的話得以應驗。 

13 現在我到你那裏去，我在世上說這些話， 
 是要他們心裏充滿了我的喜樂。 

14 我已把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 
 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15 我不求你把他們從世上接走，只求你保全他們， 
 使他們脫離那惡者。 

16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18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19 我為他們的緣故使自己分別為聖，為要使他們也因真理成聖。 

7. 詩班獻詩：看，衪駕雲降臨 (恩頌聖歌 202 首) 眾坐 

1 看，祂駕雲降臨地上；看，那代罪聖羔羊！ 
古今聖徒齊集觀望，同向救主獻頌揚︰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上主來執政作王！ 

2 主披榮耀，光輝可畏，歷代萬眾看見祂； 
仇敵從前將祂撇棄，凌辱、誣告、釘十架， 
如今哀號，如今哀號，如今哀號，看見耶穌，彌賽亞！ 

3 歷代聖徒所盼救贖，榮耀光中今彰顯， 
人所棄絕，主的信徒會見救主，同升天；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上主榮光今顯現！ 

4 耶穌作王！萬眾屈服︰萬人敬拜、讚美祂， 
萬邦君王，主前俯伏；主，來統管普天下！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萬國同尊主為大！ 

8. 奉獻：Jesu, Joy of Man’s Desiring 眾坐 

9. 信息經文：以斯帖記 5 章 1-5、11-14 節 (舊約 689 頁) 眾坐 

1 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站立在王宮的內院，對著王宮。 
 王在殿裏坐在寶座上，對著殿的門。 
2 王見以斯帖王后站在院內，她在王的眼中得恩寵， 
 王向她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往前去摸杖頭。 
3 王對她說：「以斯帖王后啊，你要甚麼？ 
      無論你求甚麼，就是國的一半也必賜給你。」 
4 以斯帖說： 
 「王若以為好，請王帶著哈曼今日赴我為王預備的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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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說：「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話去做。」 
 於是王帶著哈曼赴以斯帖所預備的宴席。 
 
11 哈曼將他的榮華富貴、眾多的兒女， 
 和王使他尊大、提升他高過官長和臣僕的事，都述說給他們聽。 
12 哈曼又說： 
 「以斯帖王后預備宴席，除了我之外不許別人隨王赴席。 
 明日王后又請我隨王赴席。 
13 只是每當我看見猶太人末底改坐在朝門， 
 這一切對我就都毫無意義了。」 
14 他的妻子細利斯和他所有的朋友對他說： 
 「叫人做一個五十肘高的木架，早晨求王把末底改掛在其上， 
  然後你可以歡歡喜喜隨王赴席。」 
 哈曼認為這話很好，就叫人做了木架。 

10. 信息：禁食、祈禱之外 眾坐 

11. 回應：成聖工夫 (普天頌讚 662 首) 眾立 

1 成聖須用工夫，常與主交談；時常住在主中。飽嘗主聖言； 
交主子女為友，幫助軟弱人，凡事不分大小，莫忘求主恩。 

2 成聖須用工夫，世事常匆匆；多作靜修工夫，獨與主交通； 
時常仰望耶穌，你可肖主形；朋友從你行為，看見主聖容。 

3 成聖須用工夫，讓主親引領，奔走不求爭先，只是隨主行； 
無論快樂憂傷，仍要跟隨主，信靠祂的聖言，仰望主耶穌。 
(間奏) 

4 成聖須用工夫，靈魂須平靜，凡有動機、思想，務歸主統領； 
靠主聖靈導安抵愛之源，驚覺配受差使服事主於天。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教會根基 (普天頌讚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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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主席: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讀經: 雷書昊弟兄 陳迪麟弟兄 雷書昊弟兄 鄭愛勤姊妹 柯綽瑤姊妹 李燕怡姊妹 柯綽瑤姊妹 蔡小鳳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招待: 趙惠籣 鄧柏齡弟兄 周寶頤姊妹 鄭倩雲姊妹 鄭　琦姊妹 黃菁菁姊妹

司事: 袁麗嬋姊妹 李笑歡姊妹 李敏池弟兄 李靜賢姊妹 廖文華弟兄 何少鳯姊妹 譚慧冰姊妹 陳詩韻姊妹

當值: 王炳生弟兄 葉德誠弟兄 彭秀群姊妹 黃香娣姊妹 曾偉珩弟兄 張漢榮弟兄 余文耀執事 楊彼得弟兄

影音: 陳朝發弟兄 陳卓欣姊妹 呂進雄弟兄 夏麗婷姊妹 陳永祐執事 李芷珊姊妹 徐俊榮執事 鄭美珍姊妹

執事: 黃佩貞執事 蔡頴鈞執事 余文耀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鄭穎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林二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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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司琴: -　- -　-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　- -　- 梁穎童小朋友 何文熹小朋友

司事: -　- -　- 韋樂恩小朋友 朱曉鋒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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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麗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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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節主日（紅）(5月23日) 主升天主日(白/金)(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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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Vxfuiu3heAzod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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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期讀經計劃於 5 月 23 日(下主日)開始，將以全新面貎展示，

除加上簡單經文解釋，尚有默想參考，參加方法與前讀經一樣，

只要進入藍田堂 Facebook 便可，第一期研讀書卷為《啓示錄》。 

4) 5 月 19 日(三)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5) 執事會訂於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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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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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信仰初探課程 【在困惑人生中尋著祢】今日開課，上課時間：

10:30-11:15 上午，地點 105 室，請已報名參加學員準時上課。 

 

https://forms.gle/rFVxfuiu3heAzodV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