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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這幾個月一些國際新聞及故事，讓人看得心痛…… 

在印度有感染 COVID19 病毒的患者及其家屬絶望地哀求氧氣瓶 (入院也要自備) 和醫院病牀，有很

多家屬只能眼巴巴看著親人痛苦地離開自己。黑巿的氧氣瓶炒賣到約 670 美元一個(是正常價格的 8

倍) ，一個窮人連基本呼吸也變得奢侈。就算有錢得到氧氣瓶，亦有警察強搶 (聲稱要給 VIP) 的事

件。有一位印度老伯伯騎單車數小時只為找一個願意處理太太遺體的火葬場 (其他人因怕被感染不

願幫他)。最後他無力再走，遺體和車倒在路上，自己就無助地蹲在路旁。最後警方知道就幫他完成

心願。作為一個人，如此卑微的一個期望也顯得格外艱難。 

 
地球另一端，令人民受苦受傷甚至喪命的不是疫症，而是軍政府鎮壓而來。根據緬甸政治犯援助協

會（AAPP）統計，截止 5 月中，軍方已殺害 700 多名緬甸平民。其中一些是亂槍掃射下被殺的，包

括年僅五歲的小孩子。許多的拘捕、殺害是過份的暴力和完全沒有理據的。互聯網被封鎖，記者遭

逮捕，食品和燃料的價格大幅上漲……弱勢的平民孤立無援！ 

 
代表緬甸參加環球選美比賽的緬甸小姐 ( Thuzar Wint Lwin ) ，在參選時舉起大字報，展出「為緬甸

禱告」（Pray for Myanmar），向全球發出呼求的聲音。在一個繁華的場合中不忘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甚至置自己於危險之中，為的是自己的同胞。她沒有迷失在舒適和虛榮的世界，令我想起舊約的以

斯帖 (當然是叔叔末底改嚴嚴地提醒她的)。 

 
而身在香港的我們，能夠幫助的可能不多，但至少可以將他們放在我們的心

裏：金錢、關注、禱告或其他也總可以嘛？而這些事情又帶給我們甚麼提醒

呢？葉漢浩博士在《基督徒時代召命的 10 種堅持》一書中，提醒我們基督徒的

生命力是來自我們找到自身要服事的夾縫，但不是單單從個人安靜可以得著。

而安靜和安逸是一線之差，分別在於我們是否活在使命中。他說身為黑暗世代

的天國代表，不單取了【天國通行證】，這證背後是【地上工作證】。活在天與地夾縫中，他勸我們

實踐不被同化和突破扭曲價值的召命。 

 
若你在上帝面前開放你的心，祂會把一些人、一些事放在你的心上，你總會找到你當下的使命和角

色呢！ 

江慕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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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節主日 (紅)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神聖之靈 (生命週期 82 頁) 

神聖之靈居此間，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來讚美敬拜主，阿利路亞！ 

3. 宣召：使徒行傳 1 章 8 節 (新約 179 頁) 眾立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4. 讚美：同歡慶快樂辰(普天頌讚 299 首) 眾立 

會眾：** 同歡慶快樂辰，主賜佳日永尊為神聖！ 
聖靈恩光閃耀，照徹普世萬民心。 

 
詩班：1 耶穌告訴門徒：誠心靜候聖靈降臨； 

聖靈如熱火，瞬間顯現，應許永居人心。 ** 
詩班：2 聖父神賜下靈火，添教會智慧力量； 

賜勇氣傳道施洗，大能傾注燄煌煌。  ** 
詩班：3 億萬人頌天恩，基督使徒心意互融； 

同闊步昂首，天涯路上，齊證救主奇工。 ** 
詩班：4 聖徒相通團契增，藉基督耶穌福音。 

讚美聖靈賜新生；讚美聖靈賜大能！  ** 

5. 祈禱：聖靈降臨節 (普天頌讚 302 禱文二)、主禱文 眾立 

主：保惠師聖靈，求祢安慰我們：使我們從灰心喪志中甦醒過來。 
眾：聖靈，請來臨！ 
主：真理的靈，求祢進入我們內心的深處： 
  使我們能與別人溝通。 
眾：聖靈，請來臨！ 
主：賜生命的靈，求祢賜我們生命力： 
  使我們為上主的愛與公義作見證。 
合：聖靈，請來臨！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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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頌：神火如舌 (普天頌讚 301 首) 眾坐 

   1 神火如舌永暢旺，聖靈降臨顯輝煌， 
求祢熾熱淨我心，直到顯彰神愛燄。    

   2 神氣狂風疾若箭，猶如五旬節當天， 
   願祢噓氣居我心，做我能力活泉源。 
詩班:  3 神力承托顯大能，罪惡、憂痛不得逞， 
   堅拒魔鬼眾手段，固我心扉作護防。 
   4 神真理彷如刃利，揭露穿透諸隱祕， 
   願得光照羞於罪，導我聖潔路順遂。 
   5 神愛慈恩深莫測，無可限量誠超越， 
   求來澆灌此心田，永作上賓居心間。阿們！ 

7. 誦讀經文 眾坐 

使徒行傳 2 章 1-4、14-21 節 (新約 1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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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來，他就高聲向眾人說： 
 「猶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 

這件事你們要知道，要側耳聽我的話。 
15 這些人並不像你們所想的喝醉了，因為現在才早晨九點鐘。 
16 這正是藉著先知約珥所說的： 
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血肉之軀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要見異象； 
 你們的老人要做異夢。 
18 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靈澆灌， 
 甚至給我的僕人和婢女，他們要說預言。 
19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 
 有血，有火，有煙霧。 
20  太陽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 
  這都在主大而光榮的日子未到以前。 
21  那時，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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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8 章 22-27 節 (新約 236 頁) 

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陣痛，直到如今。 
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作初熟果子的， 

 也是自己內心呻吟，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 
就是我們的身體得救贖。 

24 我們得救是在於盼望；可是看得見的盼望就不是盼望。 
誰還去盼望他所看得見的呢？ 

25 但我們若盼望那看不見的，我們就耐心等候。 
26 同樣，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知道當怎樣禱告， 

 但是聖靈親自用無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求。 
27 那鑒察人心的知道聖靈所體貼的， 

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8. 詩班獻詩：真神的靈充滿我 (恩頌聖歌 222 首) 眾坐 

1 真神的靈充滿我，掌管每一部分，挑旺心壇生命火焰， 
燃點殘熄灰燼；不斷燃燒，重新鑄造始祖所失形象， 
直到基督樣式彰顯，榮耀光輝明亮。 

2 真理的靈充滿我，掌管心思意念，開我心竅， 
再次照亮撒但弄瞎的眼。光照祢恩言，啟迪我， 
使我能得力量，認識基督所顯真理，獲智慧，得釋放。 

3 恩愛的靈充滿我，掌管我心與手，衝破單顧自我的繭， 
袖手旁觀之囿；深願持守恆久的愛—期望，信靠，忍耐， 
效法基督憐憫、關懷，捨己犧牲的愛。 

4 生命的靈充滿我，掌管身心性命，真神的火，高天靈氣， 
 來改變我生命；基督的聖靈，生命主，在我肉身作王， 

待我得脫塵土驅體，復活永居天上。 

9. 奉獻：聖靈作工 (普天頌讚 310 首) 眾坐 

10.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14 章 16-17、 眾坐 

16：12-13 節 (新約 165，168 頁) 

14：16 我要求父，父就賜給你們另外一位保惠師， 
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17 他就是真理的靈，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為他們既看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 
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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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 
  13 但真理的靈來的時候，他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真理。 

因為他不是憑著自己說的，而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且要把將要來的事向你們傳達。 

11. 信息：寶貴的聖靈 眾坐 

12. 回應：聖靈居心內 (普天頌讚 314 首) 眾立 

  1 上主聖靈居心內，求管我身軀幹，搧起心底沉重灰燼， 

    生命之火挑旺：再現亞當失落形象，恢復藍圖，重申： 

    榮威尊貴、光華壯麗，形肖我主真神。 

  2 真理聖靈居心內，求管意念思想；撒但弄瞎、蒙蔽心眼， 

    求主開啟、點亮：祢道發出智慧言語，加添能力洞悉： 

    致使信徒識辨真理，自由釋放可期。 

默：3 仁愛聖靈居心內，求管我手、我心，助我突圍脫離自我： 

想   袖手旁觀通病。頒賜恆久忍耐的愛：包容、相信、盼望。 

    效主完全犧牲的愛、憐憫關切心腸。 

  4 生命聖靈居心內，求管所獻生命；聖靈如風自天吹拂， 

    神聖火燄降臨！基督之靈，永活之主，居此瓦器為君， 

    直等土中與主興起，共享樂園永存。阿們。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The acts of God are right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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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證主協會所有，獲授權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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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李燕怡姊妹 柯綽瑤姊妹 蔡小鳳姊妹 李芷珊姊妹 鄭穎儀姊妹 李芷珊姊妹 徐俊榮執事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鄭倩雲姊妹 鄭　琦姊妹 黃菁菁姊妹 黎翠琼姊妹 李心兒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廖文華弟兄 何少鳯姊妹 譚慧冰姊妹 陳詩韻姊妹 李翠碧姊妹 柯思敏姊妹 周家揚弟兄 黎鳳英姊妹

當值: 曾偉珩弟兄 張漢榮弟兄 余文耀執事 楊彼得弟兄 麥淑容姊妹 黃翠屏姊妹 招楚筠姊妹 余穎欣姊妹

影音: 陳永祐執事 李芷珊姊妹 陳國榮弟兄 鄭美珍姊妹 葉德誠弟兄 李雪葵姊妹 徐俊榮執事 鄭慧芝執事

執事: 余文耀執事 莫雪貞執事 呂君達執事 陳貽添執事

插花/司數: 林二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楊彥君姊妹 冼文儀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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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林曉潼小朋友 林曉潼小朋友

讀經: 梁穎童小朋友 何文熹小朋友 鄔瑜正小朋友 李俊翹小朋友

司事: 韋樂恩小朋友 朱曉鋒小朋友 鄔方正小朋友 毛湘湘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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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麗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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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芷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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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主日(白/金)(5月30日) 聖靈降臨節主日（紅）(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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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83netdjhsmgCa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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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期讀經計劃今日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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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洗禮訂於今日 12:45 舉行，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

共證主恩。 

洗禮、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名單如下：  

灑 禮：梁鑑英、林耀尊、梁睿熙、孫康寧、陳曉晴、 

    郭彩寬、梁玉英、伍美娟、謝詠童、黃千素 

轉會禮：陳樂欣、蔡綺媚、利珍寶 

嬰孩奉獻禮：羅建諾 

5) 藍田堂將於 6 月 6 日(主日)下午三時正舉行陳志輝傳道按牧典

禮，請為當日能順利舉行代禱。 

6)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https://forms.gle/L783netdjhsmgCaB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