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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森林之火 (Flame of the Forest) 

 

踏入 5 月，熱氣逼人，截至下筆之時，根據天文台的資訊，這個月份已經打破了香港有記錄

以來 5 月份熱夜（即氣温在攝氏 28.0 或以上）的記錄。我的理解是無論喜歡與否，炎夏已經提早到

來了。 

 

已記不起從那一年開始，香港四季的分野已經變得模糊，曾經空氣的温度和濕度是一個民間

的季節指標，現在春天没有了霧鎖維港，冬天吹北風的日子不多，秋天被夏天蠶食了一半，只有夏

天，一年比一年「永續」。幸好，我們依然有花樹，它們仍然努力地各按其時，向我們展現它們的生

命力。5 月之星是鳳凰木，如果你不熟悉這樹的名字，只要在有樹木的地方尋找樹頂佈滿 5 瓣橙紅

或火紅花朵的樹，這便是鳳凰木。我較喜歡它另一個名字—影樹。樹齡成熟的影樹樹冠像一把大傘，

一傘紅花便成了天然的遮蔭樹。 

 

除了影樹，鳳凰木還有另一個別名 — 森林之火（Flame of the forest)，這個名字來自一個傳

説，亦跟它的原生地有關。相傳有航海人士在它的原生地，非洲的馬達加斯加附近水域，看見這個

島國上有烈火燃燒着森林，後來才知道不是森林大火，而是盛開的影樹花紅似火。我曾經在這個島

國跟幾個本地人住在一起，生活了三個禮拜，三個禮拜內我隨他們探訪了 10 個本地家庭，這些家庭

主要靠做小生意維持一家人的生計，以及應付孩子們的教育費用。所謂小生意，是在村口擺檔，賣

一點小袋零食和十數個蒜頭；或在街市擺一個小菜檔；又或在家中搭一個柴爐焗幾十個蛋糕仔，到

市中心兜售；當然少不了販賣從他國進口的二手鞋履衣服。資金從哪裡來？當地一個基督教機構提

供的微型貸款計劃，合資格的可獲美金 20 元或 50 元的貸款。這些家庭都是信主的基層家庭，其中

有在教會忠心服事的長老，有以微薄的收入照顧自己又照顧鄰舍的婆婆；有喜樂渡日的，也有擔心

生活的。他們都是平凡人，在一個全世界最貧窮之一的國家生活。島國的資源其實非常豐富，有能

源、貴金屬，有農產、海產等。貧窮，是因為政局的混亂，是因為長久以來的權力傾鈄以及隨之而

來的貪污。在這裡，福音的實踐在於互相服事，一杯涼水可以是祈禱的服事，可以是與鄰舍分享的

食物，可以是解決生計的貸款，可以是互相鼓勵、自強不息。就像森林之火紅遍島國，但願有日涼

水也可涼透島國的貧窮人。 

 

 

其實我最初想寫的是我家附近的

影樹。「山竹」那年，很多樹木被吹倒或

吹斷了枝枒，這棵影樹雖然倖存了，但很

多樹枝卻被吹斷了，原本茂密的樹冠也

變得稀疏零落。上星期見到樹上一束束

的紅花，才留意到樹身雖然仍未回復兩

年多前的形態，但也生長得不錯。山竹過

後仍有風暴來襲，但原來這棵影樹也在

默默努力中，懶理是春天還是夏天，按着

它的時候，生出點點的森林之火。 

 

 
劉麗梅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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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三一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白/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榮耀歸神 (國度期 53 頁) 眾坐 

榮耀歸神，讚美聖子，崇尊歸聖靈，三一真神！ 

3. 宣召：三一主日 (普天頌讚 321 首) (三一崇敬) 眾立 

主： 聖哉！聖哉！聖哉！ 
   主上主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合： 我們的主，我們的上主，祢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 
   因為祢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因祢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4. 讚美：至聖三一神 (普天頌讚 317 首) 眾立 

  1 上主，全能的父神，萬有創造之宗， 
 大地頌讚祢光榮，諸天驚歎尊崇。  ** 
  2 崇拜救贖施恩主，耶穌—道成肉身， 
 榮耀、讚美與尊榮，屬主至高權能。 ** (間奏) 
眾：3 上主，至聖的神靈，內住信徒心靈， 
 求賜亮光常引領，直抵永生天境。  ** 
  **至聖上主、三一神，永活、永存獨一神， 
   聖潔主，全能神，配受崇尊永生神。阿們。 

5. 頌禱：三一主日/常年期 (普天頌讚 318 首) 眾立 

 
啟：上主，求祢使我們成為細小的基督： 

以耶穌的言行，作為我們的言行： 
應：以耶穌為人犧牲的樣式，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 

因為我們的努力，原不是為自己，乃是為傳揚耶穌。 
 
啟：上主，求祢使我們成為一生緊緊跟隨基督的人， 
應：求上主施恩幫助我們。 
啟：以耶穌基督的言行，作為我們的言行； 
  以祂為人犧牲的樣式，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 
應：求基督施恩教導我們。 
啟：使耶穌基督的“道”藉着教會成為“肉身”—可見之道。 
應：求聖靈施恩提醒我們。 
啟：但願榮耀、尊貴歸與至高三位一體的上主。 
合：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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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頌：普賜宏恩 (普天頌讚 322 首) 眾坐 

1 天上父神仁愛深廣：大開萬民救拯之門， 

我眾罪人伏主座前，懇求普賜赦罪之恩。 

2 全能聖子道成肉身：先知、救主、祭司、主人， 

我眾罪人伏主座前，懇求普賜拯救之恩。 

3 永恆聖靈賜新生命：脫罪出死，甦醒我靈， 

我眾罪人伏主座前，懇求普賜重生之恩。  (間奏) 

4 敬拜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奇妙真神！ 

我眾罪人伏主座前，懇賜三一上主之恩。阿們。 

7.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29 篇 (舊約 783 頁) 

啓：1 神的子民哪，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 

 都歸給耶和華！ 

應：2 要將耶和華的名的榮耀歸給他，要敬拜神聖榮耀的耶和華。 

啓：3 耶和華的聲音在眾水上，榮耀的神打雷； 

 耶和華打雷在大水之上。 

應：4 耶和華的聲音大有能力，耶和華的聲音滿有威嚴。 

啓：5 耶和華的聲音震碎香柏樹，耶和華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樹。 

應：6 他使黎巴嫩跳躍如牛犢，使西連跳躍如野牛犢。 

啓：7 耶和華的聲音使火焰分岔。 

應：8 耶和華的聲音震動曠野，耶和華震動加低斯的曠野。 

啓：9 耶和華的聲音驚動母鹿落胎，樹林也脫落淨光。 

 凡在他殿中的，都述說他的榮耀。 

應：10 耶和華坐在洪水之上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合：11 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 

 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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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8 章 12-17 節 (新約 236 頁) 

12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而活。 

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定會死； 

 若靠著聖靈把身體的惡行處死，就必存活。 

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15 你們所領受的不是奴僕的靈，仍舊害怕； 

 所領受的是兒子名分的靈，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16 聖靈自己與我們的靈一同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17 若是兒女，就是後嗣，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們和他一同得榮耀。 

8. 詩班獻詩：三一真神奧秘難描 (普天頌讚 15 首) 眾坐 

  1 上主聖靈指引、守護，火舌天來，靈鴿飛，生命氣息、 

   先知聲音，恩福記號、愛能力。懇賜祢僕領導才能， 

   更新膏抹，沐聖恩；差遣剛勇忠心使徒，各方教會事奉神。 

  2 基督救主─良牧、君王，道成肉身，十架釘，夫子、醫生、 

   受苦忠僕，罪人良朋，行和謙：教祢牧人學效、實踐，愛顧、 

   養育民靈命，懇賜勇氣、憐憫心腸，言行一致祈禱殷。 

  3 創造主宰厚賜生命，高超真理難臆測， 

 憐憫發源、智慧湧泉，施恩、赦罪永復和。 

 教會領導，效主牧養： 識羊軟弱、羊能力─ 監督扶持， 

 錯失正視，看守群羊按主旨。 (間奏) 

會：4 三一真神─莫測奧祕，豐富多元卻合一， 

眾 高深、奇特難以申述，遠超信念能解釋； 

 恩賜不同、呼召各異，靠主幫助共事奉， 

   各盡職責，彼此建立，榮歸主名顯神工。阿們。 

9. 奉獻：頌讚三一 (普天頌讚 319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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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16 章 25-33 節 (新約 169 頁) 眾坐 

25 「這些事，我是用比方對你們說的；時候將到， 
 我不再用比方對你們說，而是要把父的事明白地告訴你們。 
26 到那日，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 
 我並不對你們說，我要為你們向父祈求。 
27 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又信我是從神而來的。 
28 我從父而來，到了世界，又離開世界，到父那裏去。」 
29 門徒說：「你看，如今你是明說，不用比方了。 
30 現在我們曉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需要有人問你； 
 從此我們信你是從神而來的。」 
31 耶穌回答他們： 
 「現在你們信了嗎？ 
32 看哪，時候將到，其實已經到了，你們要分散， 
 各歸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獨自一人； 
 然而我不是獨自一人，因為有父與我同在。 
33 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要使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要有勇氣，我已經勝過世界。」 

11. 信息：主裡有平安 眾坐 

12. 回應：耶穌領我 (普天頌讚 705 首) 眾立 

   1 耶穌領我，我真喜歡！恩言引導，滿心平安！ 
    不論日夜、動靜、起坐，耶穌聖手時常領我。 ** 
   2 有時遭遇困苦憂傷，有時喜樂，心花開放， 
    不論危險、平安、穩妥，全靠耶穌親手領我。 ** 
默想：3 我願緊握恩主聖手，甘心樂意隨主行走， 
    遇禍、遇福，兩般皆可，因有耶穌親手領我。 ** 
   4 到時完成人生路程，靠託主恩，至終得勝， 
    死亡冷河我不怕過，因有耶穌親手領我。   ** 
 
   **耶穌領我，耶穌領我，耶穌天天親手領我！ 
    我願為主忠心僕人，因蒙主恩，親手領我。阿們！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Allegro maestoso, opus15, no 7  眾坐 

   By Gustav Merkel (18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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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樂促進會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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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張連有先生 張連有先生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讀經: 李芷珊姊妹 鄭穎儀姊妹 李芷珊姊妹 徐俊榮執事 林洛琛弟兄 甄志賢弟兄 林洛琛弟兄 周家揚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黎翠琼姊妹 馬智遠弟兄 李淑蓮姊妹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葉翠蓮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柯思敏姊妹 周家揚弟兄 黎鳳英姊妹 鄭穎儀姊妹 黎蓮妹姊妹 呂進雄弟兄 盧麗雯姊妹

當值: 麥淑容姊妹 黃翠屏姊妹 招楚筠姊妹 余穎欣姊妹 孔憲榮弟兄 余國培弟兄 沙韋琪姊妹 鄧民亮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李雪葵姊妹 徐俊榮執事 鄭慧芝執事 張淑敏姊妹 周鈺貽姊妹 雷偉勝執事 夏麗婷姊妹

執事: 呂君達執事 陳貽添執事 陳永祐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葉蔓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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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林曉潼小朋友 林曉潼小朋友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高　越小朋友 李俊翹小朋友 梁穎心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司事: 陳頌妍小朋友 李旻諺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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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譚慧冰姊妹 王月珊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笑歡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敬因姊妹 郭小姬姊妹

仁愛: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綠）(6月6日) 聖餐三一主日(白/金)(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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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9BcdyN2gnY8bn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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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參與遠東廣播服侍同工張連有先生蒞臨本堂證道。 

4) 新一期讀經計劃已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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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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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