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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為烏克蘭祈禱些什麼？ 

 多年前收到一位台灣大學教授的電郵，呼籲信徒為印度某地方當天將會有印度教

徒屠殺基督徒禱告，情況危急需要大家懇切祈求，當然對這呼籲是義不容辭的，不

過首先做的是了解一下為何那地方發生這麼嚴重的衝突，明白一些背景可以使禱告

內容更實在，結果透過不同渠道也查不出相關的消息，於是就詢問教授消息從何而

來？原來是當日教會祈禱會有人提出的，根本沒有查證或了解。 

 烏克蘭發生戰爭是世界新聞，已經不用查證，不過大家對事件有多少理解？甚至

知道烏克蘭在那裡嗎？要為他們祈求些什麼？當然我們可以不用尋根究底，戰爭就

會帶來生靈塗炭，就為和平祈禱不就夠了？問題是若戰爭本來就可避免的，而是人

的高傲和偏執引起的話，祈禱的內容就不單是求神公義彰顯了，恕筆者也要自義一

下—求神好好教訓那些推波助瀾的人。 

 烏克蘭位於黑海北岸，與白俄羅斯和俄羅斯接壤，天然資源—礦產、林木和石油

十分豐富，航空工業更是北歐的龍頭。於第一次大戰後，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蘇聯）的創始加盟共和國之一，是蘇聯工業重鎮。直到 1991 年蘇聯解體再次獨

立，俄羅斯失去重要經濟來源，而且烏克蘭國內親西方勢力崛起，使俄羅斯感受威

脅—不友善的勢力就在門口。然而國內也有不少說俄語族群傾向俄羅斯，自治區克

里米亞被俄羅斯吞併，並扶植脫離烏克蘭自立，2013 年俄羅斯施壓阻止烏克蘭加入

歐盟，兩國關係日益緊張。2021 年烏克蘭為收復另一親俄羅斯而分裂出去的頓巴斯

地區，出兵與當地民兵交戰，接著俄羅斯藉阻止烏克蘭成為北約成員國而駐重兵於

邊境，2021 年北約、烏克蘭拒絕俄羅斯的撤軍條件—北約保證不再吸納原蘇聯加盟

共和國（特指烏克蘭及喬治亞），並裁減其東歐駐軍等，以後各方仍有繼續會談，至

2022 年 1 月 26 日美國與北約以書面正式拒絕俄方所有要求，戰爭一觸即發。 

 那我們要為烏克蘭祈禱些什麼？筆者認為政治永遠都不是我們這些小市民可以染

指的地方—或許不是所有人都贊成，仍然抱著一股熱情，確信群眾就是力量，而不

覺得是一些政客拉攏支持力量的口號，盲目附和一些政治理念，分不清楚問題是出

於人的身上—政治理念可變，人的高傲和執著卻自古至今都一樣：「愚頑人心裏說：

「沒有神。」他們都敗壞，行了可憎惡的事，沒有一個人行善。」（詩 14：1）受苦

的最終都是平民百姓，這就是筆者為烏克蘭的祈禱。 

 其實，我們正是自顧不暇，還是先好好為我們瀕臨失控的疫情祈禱吧。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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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三月六日聖餐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一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羅馬書 10 章 11、13 節 (新約 239 頁) 眾立 

11 經上說：「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 

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3. 讚美：與主同死同活 (普天頌讚 213 首) 眾立 

1 永愛上主，懇求俯察教會， 

 預苦路徑客旅今復進入， 

 雲柱、火柱日夜引導前望， 

 主愛感動，謙恭覲見上主， 

 似遠還近─人世渴慕天邦。 

2 日復一日，當看自我已死， 

 日復一日，生活遵主愛道， 

 效法、追隨耶穌我主路徑， 

 深知水禮歸主死亡記號， 

 與主同死同活，更新生命。   （間奏） 

3 若與主死─與主一同復生： 

 初果基督釋放死亡綑綁， 

 如破土青苗展生機強勁、 

 花草茂繁、盛春伊甸輝煌： 

 天父榮光中見甦醒眾靈。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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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誦讀經文 眾坐 

申命記 26 章 1-10 節 (舊約 271 頁) 

1 「你進去得了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地， 

 並且居住在那裏的時候， 

2 就要從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 

 將收成的各種初熟土產取一些來，盛在筐子裏， 

 帶到那裏，耶和華－你神選擇作為他名居所的地方， 

3 到當時的祭司那裏，對他說： 

 『我今日向耶和華－你的神宣認， 

 我已來到耶和華向我們列祖起誓要賜給我們的地。』 

4 祭司就從你手裏把筐子接過來，供在耶和華－你神的祭壇前。
5 你要在耶和華－你神面前告白說： 

 『我的祖先原是一個流亡的亞蘭人， 

 帶著稀少的人丁下到埃及寄居。 

 在那裏，他卻成了又大又強、人數眾多的國。 

6 埃及人惡待我們，迫害我們，將苦工加在我們身上。 

7 於是我們哀求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 

 耶和華聽見我們的聲音，看見我們所受的困苦、勞役和欺壓， 

8 耶和華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 

 以及大而可畏的事和神蹟奇事，領我們出了埃及， 

9 將我們領進這地方，把這流奶與蜜之地賜給我們。 

10 耶和華啊，看哪，現在我把你所賜我地上初熟的土產供上。』 

 隨後你要把筐子供在耶和華－你神面前， 

 向耶和華－你的神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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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0 章 8 下-13 節 (新約 239 頁) 

8 下 「這話語就離你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裏，」 

 (就是說，我們傳揚所信的話語。） 

9 你若口裏宣認耶穌為主， 

 心裏信神叫他從死人中復活， 就必得救。 

10 因為，人心裏信就可以稱義，口裏宣認就可以得救。 

11 經上說：「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 

12 猶太人和希臘人並沒有分別，因為人人都有同一位主， 

 他也厚待求告他的每一個人。 

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6. 奉獻：如鹿切慕溪水 (美樂頌 81 首) 眾坐 

7.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22 章 1-6 節 (新約 129 頁) 眾坐 

1 除酵節，又叫逾越節，近了。 

2 祭司長和文士在想法子怎樣殺害耶穌，因他們懼怕百姓。 

3 這時，撒但入了那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使徒裏的一個。 

4 他去跟祭司長和守殿官商量怎樣把耶穌交給他們。 

5 他們很高興，就約定給他銀子。 

6 他應允了，就找機會， 

 要趁眾人不在跟前的時候把耶穌交給他們。 

8. 信息：千古奇案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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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應：我主為王 (青年聖歌 I 200 首) 眾立 

1 疑懼心靈莫驚惶，“我主為王！”“ 

 莫悲傷，舉頭仰望：”我主為王！” 

 在主裡面有平安，那怕四面敵兇狂； 

 得勝主在你一方：“我主為王！我主為王！” 

2 聖徒速起歡聲唱：“我主為王！” 

 救恩真理要宣揚，“我主為王！” 

 黑夜已深白晝近，脫去暗昧要發光； 

 快將口號播四方：“我主為王！我主為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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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聖餐：奇妙十架 (普天頌讚 232 首) 眾坐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Voluntary by Samuel We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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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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插花/司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喜樂:

仁愛: 暫　停 暫　停

暂　停 暂　停

暫　停 暫　停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暫　停

暂　停 暂　停

潘裕圖弟兄 林美荃姊妹

利珍寶姊妹 鄧美葆姊妹

葉翠妍姊妹 葉翠妍姊妹

暫　停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林溢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林溢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朱美儀姑娘陳志輝牧師

江慕慈姑娘 陳志輝牧師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二主日（紫）(3月13日) 預苦期第一主日（紫）(3月6日) 聖餐

*** 早 堂 *** *** 早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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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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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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讀經計劃《民數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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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何婉芬姊妹之父親 (何錦釗弟兄) 於 2 月 22 日安息主懷，求

主安慰其家人。 

5) 許偉賢弟兄之母親 (許李麗坤女士) 於 2 月 27 日離世，求主

安慰其家人。 

6) 會友孔昭抗弟兄(孔憲榮父親) 於 2 月 28 日安息主懷，求主

安慰其家人。 
。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