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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萬人空巷之後… 

 

許多人跟著耶穌前往耶路撒冷過節，他們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和所講的道，興

奮地高聲呼喊「和散那」，把衣服和樹枝舖在地上並高叫「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

的」！這種萬人空巷的場景千古傳頌！古時候的王騎在戰馬上進城，當然是要強調

其威武的一面，而騎驢就只是君王駕臨的最低規格（士 10:4、12:14；王上 1:38-40）。

唯有未被人騎過的牲口，才可以給予王者使用，或是獻給上帝（民 19:2；申 21:3）。

創世記 49:8-12 就預言，猶大支派的王者將要騎驢駕臨！這一切加起來就是要說明，

耶穌這次是以和平之君的姿態進城！ 

然而，門徒還是最關心耶穌何時復興以色列國！為甚麼呢？門徒跟著耶穌這三

年多，親眼看見耶穌治病、趕鬼、行神跡，祂的宣講又滿有權柄！門徒實在難以想

像，當耶穌極盡風光地騎驢進城之後，竟然會是受逼害、受難而死！縱然耶穌已經

多次向他們作出預告，只是他們接受不了！試問當一切都順利之時，他們又豈能聽

得進受苦的信息呢？背起十字架跟從主又豈是容易的事？在平順的日子裡，渴望堂

會人數增長，渴望由租堂變為購堂，由小堂會發展至中型或大型堂會，再由大堂變

為座堂…這都是無可厚非的期望和規劃吧！但是，全球以致香港的形勢已經逆轉，

我們所期望的繁榮安定是上帝所關切的嗎？ 

馬可福音 11 章 11 節是上述事跡的獨有記載，很值得我們留意：「耶穌到了耶路

撒冷，進入聖殿，看了周圍的一切。天色已晚，他就和十二使徒出城，往伯大尼去。」

一個反高潮的氣氛，在熱烈的歡呼聲下進入耶路撒冷城的主耶穌，當祂進入聖殿視

察之後，然後就沒有然後！馬可福音是要諷刺當時聖殿已經失去了作用，即使耶穌

以和平之君的身份進聖殿，甚至按著舊約的預言進入聖殿，但竟然無人在聖殿歡迎

和認識主耶穌，入城時擁戴耶穌為王的客旅和居民，並沒有一個跟著耶穌進殿的嗎？

作為聖殿的主人，耶穌最後竟然無處容身而要怱怱離開！在受難前一星期，耶穌每

一晚都離開耶路撒冷前往伯大尼休息，相信是棲息在馬大、馬利亞和拉撒路家中，

在耶路撒冷擁戴耶穌為王的客旅或居民，並沒有一個接待耶穌的嗎？他們所關心的

是什麼？繼續為口奔馳？忙於預備筵席？四處觀光？與朋友家人相聚？我們每一

天所關心的又是什麼？ 

陳麗樟姑娘  



 

 

   

 

 

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主門同進 (普天頌讚 791 首) 眾坐 

主門同進，心存感恩；主庭院同進，頌揚祂！ 

呈獻感恩，榮名頌讚到永遠。 

3. 宣召：詩篇 78 篇 1、4 節 (舊約 838 頁) 眾立 

1 我的子民哪，要側耳聽我的訓誨，豎起耳朵聽我口中的言語。 

4 我們不要向子孫隱瞞這些事， 

 而要將耶和華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並他所行的奇事，述說給後代聽。 

4. 讚美：神是愛 (普天頌讚 20 首) 眾立 

1 神是愛，萬世萬代殷勤宣布；神是愛，萬口讚美作主寶座； 

神是愛，樂章詩詞交匯唱和，揚聲添歡樂！ 

2 神是愛，十架犧牲、基督顯明；神是愛，眾心有主聖靈印證； 

 神是愛，愛中生活宣主恩情，神愛永堅定！  (間奏) 

3 神是愛，與基督被召同表明；神是愛，背起我們十架見證； 

 神是愛，與主同死得以復生，愛把死克勝！ 

4 神是愛，群生表彰受造真義；神是愛，永遠喜樂恩主賞賜； 

神是愛，共享主愛永恆光輝，無盡的讚美！ 

5. 祈禱 眾立 

 

 

 

 

 

 



 

 

6. 歌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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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三一真神─莫測奧祕，豐富多元卻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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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誦讀經文 眾坐 

約翰福音 6 章 25-35 節 (新約 148 頁) 

25 他們在海的對岸找到他後，對他說： 
 「拉比，你幾時到這裏來的？」 
26 耶穌回答他們說： 
「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找我， 
 並不是因見了神蹟，而是因吃餅吃飽了。 
27 不要為那會壞的食物操勞，而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勞。 
 這食物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因為父神已印證了。」 
28 於是他們問他：「我們該做甚麼才算是做神的工作呢？」 
29 耶穌回答，對他們說：「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神的工作。」 
30 於是他們對他說： 
 「 你行甚麼神蹟，好讓我們看見而信你呢？ 
  你到底要做甚麼呢？ 
31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如經上寫著： 
  『他從天上賜下糧食來給他們吃。』」 
32 於是耶穌對他們說： 
 「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那從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 
  那從天上來的真糧是我父賜給你們的。 
33  因為神的糧就是那位從天上降下來， 
  並且賜生命給世界的。」 
34 於是他們對他說：「主啊，請常常把這糧賜給我們！」 
35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 
 到我這裏來的，絕不飢餓；信我的，永不乾渴。 
 



 

 

   

 

以弗所書 4 章 1-16 節 (新約 296 頁) 

1 我為主作囚徒的勸你們，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要與你們所蒙的呼召相稱。 
2 凡事要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3 以和平彼此聯繫，竭力保持聖靈所賜的合一。 
4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位，正如你們蒙召， 
 是為同有一個指望而蒙召， 
5 一主，一信，一洗， 
6 一神－就是萬人之父，超越萬有之上，貫通萬有，在萬有之中。
7 我們每個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每個人的恩賜。 
8 所以有話說： 
 「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俘虜，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9 既說「他升上」，豈不是指他曾降到地底下嗎？ 
10 那降下的，就是高升遠超越諸天之上的，為要充滿萬有。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師， 
12 為要裝備聖徒，做事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信仰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完全長成的身量。 
14 這樣，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 
 被一切邪說之風搖動，飄來飄去。 
15 我們反而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各方面向著基督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 
16 靠著他全身都連接得緊湊，百節各按各職， 
 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8. 詩班獻詩：在主前靜默 (恩頌聖歌 443 首) 眾坐 

1 靜默在至聖的主跟前，主今親臨同在，這是神聖之地，
 主聖潔無瑕疵；你當尊祂為聖，向祂屈膝敬拜， 
 肅靜在至聖的主跟前，主今親臨同在。 
2 靜默在榮耀的主跟前，主光輝今環繞， 
 榮耀至尊君王，主威榮誰能瞻？主以光輝為冕， 
 聖火不熄常燃，肅靜在榮耀的主跟前，主光輝今環繞。 
3 靜默在全能的主跟前，主施大能權柄，主來潔淨、醫治，
 來祝福賜宏恩；以信心瞻望主，萬事祂皆能成， 
 肅靜在全能的主跟前，主施大能權柄。 

9. 奉獻：Blest are the pure in heart 眾坐 

 



 

 

   

 

10. 信息經文：以賽亞書 6 章 1-7 節 (舊約 1004 頁) 眾坐 

1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看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他的衣裳下襬遮滿聖殿。 
2 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 
 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 
3 彼此呼喊說：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遍滿全地！」 
4 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裏充滿了煙雲。 
5 那時我說： 
「 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 
 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親眼看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6 有一撒拉弗向我飛來，手裏拿著燒紅的炭， 
 是用火鉗從壇上取下來的， 
7 用炭沾我的口，說： 
「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免了。」 

11. 信息：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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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 versum corpus 眾坐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Nearer, My God, to T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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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鄭靄柔姑娘 鄭靄柔姑娘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席: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顧建德弟兄 陳卓欣姊妹 繆迺頌姊妹 連思樺姊妹 連卓鴻弟兄 連思樺姊妹 呂潔儀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黎翠琼姊妹 林義妹姊妹 唐建寛姊妹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袁麗嬋姊妹 辛列卿姊妹 譚慧冰姊妹 黃曉媚姊妹 廖文華弟兄 黃慧儀姊妹 周家揚弟兄 盧惠旋姊妹

當值: 張漢榮弟兄 王炳生弟兄 黃香娣姊妹 古海劍弟兄 余國培弟兄 高燕萍姊妹 林志剛弟兄 羅志威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周鈺貽姊妹 徐俊榮執事 夏麗婷姊妹 張淑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許偉賢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呂君達執事 黃佩貞執事 徐俊榮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吳綺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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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劉樂琳姊妹 劉樂琳姊妹

讀經: 盧穎言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高　越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司事: 劉曉霖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高正之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温柔: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和平: 譚慧冰姊妹 王月珊姊妹 林溢敏姊妹 譚慧冰姊妹 王月珊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李芷珊姊妹 葉翠妍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葉翠妍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一主日（綠）(8月8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主日（綠）(8月1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59,856 上月奉獻總額: $501,054  (包括發展及購堂: $11,000)

本週獻花: 李思敏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0655 主知名 1100 *0656 主知名 200 *0657 主知名 5500 *0658 主知名 4000 *0659 主知名 2000
P461 主知名 1000 S207 主知名 1000 U632 主知名 500 W176 主知名 500 W334 主知名 200

W335 主知名 1200 W337 主知名 3650 W339 主知名 100 W343 主知名 300 X075 主知名 300
X244 主知名 200 X285 主知名 500 X355 主知名 8500 X356 主知名 8500 X357 主知名 1500
X398 主知名 600 X408 主知名 2175 X781 主知名 500 X797 主知名 300

慈惠 : W343 主知名 500
感恩 : W343 主知名 500 W452 主知名 500 X244 主知名 300 X355 主知名 2000 X356 主知名 2000

X781 主知名 500
發展 : *0656 主知名 200 W336 主知名 1000 W343 主知名 300
其他 : W343 主知名 4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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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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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鄭靄柔姑娘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出埃及記》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

載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在

生活中實踐。 

5) 以諾團將於 8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於本會禮堂舉辦長者

健康講座，主題為「膝關節退化及治療方法」，講員為林健偉

醫生，歡迎有興趣的肢體參加。 

6) 早前提及區聯會建議堂會公司化，經硏究小組分析及解釋，

執事會一致認為藍田堂註冊為有限公司，將有利本堂及區聯

會長遠發展。公司化的優點及缺點分析已張貼在教會報告版

上以供參考。堂會公司化必需得到會友接納及區聯會批准，

亦須通過一些相關法律程序，所以我們會繼續發放相關資料

及預計 8 月內舉辦諮詢會，讓弟兄姊妹對建議及過程有充份

的理解，並期望可於 10 月份舉行的會友大會中獲得通過後，

正式展開相關的工作。 

7) 陳麗樟姑娘已向本堂請辭，並於 8 月 27 日正式離任，陳姑娘

將由 8 月 25 日起作離職前休假。感謝陳姑娘一直以來對弟兄

姊妹的牧養，求主引領她往後的事奉。 

8) 會友丘嘉敏姊妹之母親 (丘韋杏珍夫人) 於 7 月 20 日安息主

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