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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預苦期四十天 
 
上星期的 3 月 2 日是聖灰日，從這天開始直到復活節，一共 40 天 (主日不計算在內)，

在教會年中稱為「預苦期四十天」。過往曾介紹一些這期間可用的靈修材料，也推介過

大部份信徒都可以實踐到的「部份禁食」(在不影響身體的情況下，這 40 天不吃某一

種個人經常食及喜歡的小食或飲品。) 今年大家又會如何在這 40 天去預自己，迎向記

念耶穌為我們死後復活的復活節？ 
 
或許，今年確實有所不同，因為在疫情期間，香港這片地土處於不愉快的大環境！市

民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變改，很多人選擇留在家中，在路上、商店、交通工具人流稀

疏，很多行業也關上門，或員工在家工作，直到另行通知。市面有如八號颱風訊號高

掛的情況，大部份人留在家中，等待「颱風」遠離及消散，不同的卻是這「颱風」不

知在香港逗留多久？ 
 
學校最遲在明天開始這學年的「暑假」，幼稚園及中、小學生直到原定的復活節假期結

束才開學，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 3-4 月「暑假」，而且是一次沒有「暑期活動」的悠長

假期。 
 
在這個不一樣的 3-4 月，在這個不一樣的預苦期四十天，我們將會有甚麼的領悟？ 
 
上主日與大家一同去思想路加福音 22:1-6 的經文，祭司長和文士、撒旦、猶大三個不

同的角色，他們都在耶穌釘上十字架上扮演著不同的崗位，各按自己的「聰明、智慧」，

拼合了我們所知的結果，就是耶穌按照神的計劃，成就救恩，世人的罪得到赦免的可

能，信徒可以過不一樣的人生。這不再一樣的人生，是神應許了給每一個相信祂的人，

我們是否正經驗到這生命？ 
 
上主日的聖餐環節，麥牧師與大家分享約翰福音的經文，其中有提及到；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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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 可是，我告訴過你們，你們已經看見我，還是不信。 

6:37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他。 
 

這是神對每一個信徒的應許，也是信徒不斷要學習的信靠。雖然耶穌在客西馬尼

園的禱告，祈求父「將這杯撤去」，誰不怕受苦呢？死亡總叫人恐懼。從耶穌的身

上，我們要學習表達自己的訴求及心願，學習表達自己，同時學習求神加我們力

量，有信心去捉緊神的應許，渡過這不容易的日子，渡過這「預苦期四十天」。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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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三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二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27 篇 1、6 節下(舊約 781 頁) 眾立 

1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 

 耶和華是我生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 

6 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獻祭，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 

3. 讚美：四旬禁食 (普天頌讚 210 首) 眾立 

   1 主於曠野四十天禁食、禱告，心誠虔； 

     雖經惡魔多試探，寸心清潔始終堅。 

   2 我當隨主分主憂，世上歡愉不復求； 

     從主禁食常祈禱，願共痛苦，願共愁。 

誦讀：3 倘遇撒但苦相迫，害我身心傷靈魂， 

     主在曠野曾贏敵，靠主剛強定完全。  （間奏） 

   4 救主，求祢保護我，時常領我近祢懷， 

     與主死、生常聯合，終享永生主同在。阿們。 

4. 祈禱 眾立



 

3 

 

5. 歌頌：生命樹奧祕 (普天頌讚 216 首) 眾坐 

   1 生命樹，那驚人奧祕：藉祢犧牲眾重生， 

    縱祢死成歷史事實卻如日升每早晨！ 

    卻如日升每早晨！ 

   2 埋地種子破土榮耀，藉祢窺見主內生， 

    若效基督主軛肩挑，定 與主出死、更新。 

    定與主出死、更新。 

   3 祢生真理已頒訓誨，言行散發主大愛， 

    世人不論失喪、破碎，都在身心主形載。 

    皆在身心主形載。 

   4 和善耶穌，大能聖靈，來燃亮、更新眾心， 

    使承繼主喜樂充盈，十架與主誓同迎， 

    十架與主誓同迎。 

誦讀：5 我們跟隨基督率領，縱遇險阻寸步難， 

     有主分擔喜樂、憂驚，諧如江水匯海洋， 

     諧如江水匯海洋。 

   6 生之光，遠超越理解，無上權能主聖靈， 

    求賜力量堅定不捨，實踐主言建信心，實踐主言建信心。 

6. 誦讀經文 眾坐 

耶利米書 26 章 8-15 節 (舊約 1166 頁) 

8 耶利米說完了耶和華吩咐他對眾百姓說的一切話， 

 祭司、先知與眾百姓都來抓住他，說： 

 「你該死！ 

9 你為何假借耶和華的名預言，說這殿必如示羅， 

 這城必荒廢無人居住呢？」 

 於是眾百姓都聚集在耶和華的殿中圍住耶利米。 

10 猶大的官長們聽見這些事，就從王宮上到耶和華的殿， 

 坐在耶和華殿新門的入口。 

11 祭司、先知對官長和眾百姓說： 

 「這人該死，因為他說預言攻擊這城，正如你們親耳聽見的。」 

12 耶利米就對官長和眾百姓說： 

 「耶和華差遣我預言攻擊這殿和這城， 

 傳講你們所聽見的這一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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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現在，要改正你們的所作所為，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話， 

 他就必改變心意，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你們。 

14 至於我，看哪，我在你們手中，你們眼裏看甚麼是好的， 

 是正確的，就那樣待我吧！ 

15 但你們要確實知道，你們若把我處死， 

 就使流無辜人血的罪歸給你們和這城，以及城裏的居民了； 

 因為耶和華確實差遣我到你們這裏來， 

 將這一切話傳到你們耳中。」 

 

腓立比書 3 章 17-21 節 (新約 304 頁) 

17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 

 也當留意看那些效法我們榜樣的人。 

18 因為，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告訴你們： 

 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 

19 他們的結局就是滅亡。他們的神明是自己的肚腹； 

 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光榮，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21 他要按著那能使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 

 把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7. 奉獻：獻己於主 (生命聖詩 457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申命記 1 章 19-40 節 (舊約 238 頁) 眾坐 

19 「我們照著耶和華－我們神所吩咐的，從何烈山起行， 

 經過你們所看見那一切大而可怕的曠野， 

 往亞摩利人的山區去，到了加低斯‧巴尼亞。 

20 我對你們說： 

 『你們已經到了耶和華－我們神所賜給 

 我們的亞摩利人之山區。 

21 看，耶和華－你的神已將那地擺在你面前， 

 你要照耶和華－你列祖的神所說的，上去得那地為業。 

 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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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你們都來到我這裏，說： 

 『讓我們先派人去，為我們窺探那地， 

 把我們上去該走的路線和該進的城鎮回報我們。』 

23 這話我看為美，就從你們中間選取十二個人， 

 每支派一人。 

24 於是他們起身上山區去，到以實各谷，窺探那地。 

25 他們的手帶著那地的一些果子，下到我們這裏， 

 回報我們說： 

 『耶和華－我們的神所賜給我們的是美地。』 

26 「你們卻不肯上去，竟違背了耶和華─你們神的指示， 

27 在帳棚內發怨言說： 

  『耶和華因為恨我們，所以將我們從埃及地領出來， 

 要把我們交在亞摩利人的手中，除滅我們。 

28 我們上哪裏去呢？我們的弟兄使我們膽戰心驚， 

 說那裏的百姓比我們又大又高，那裏的城鎮又大， 

 城牆又堅固，如天一樣高， 

 並且我們在那裏看見亞衲族人。』 

29 我就對你們說： 

 『不要驚惶，也不要怕他們。 

30 在你們前面行的耶和華－你們的神必為你們爭戰， 

 正如他在埃及，在你們眼前為你們所做的一樣； 

31 並且你們在曠野所行的一切路上， 

 也看見了耶和華─你們的神背著你們， 

 如同人背自己的兒子一樣，直到你們來到這地方。』 

32 你們在這事上卻不信耶和華─你們的神。 

33 他一路行在你們前面，為你們尋找安營的地方； 

 他夜間在火中，日間在雲中，指示你們當走的路。」 

34 「耶和華聽見你們的怨言，就發怒，起誓說： 

35 『這邪惡世代的人， 

 一個也不得看見我起誓要賜給你們列祖的美地； 

36 惟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必得看見， 

 並且我要將他所踏過的地賜給他和他的子孫， 

 因為他專心跟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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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耶和華也因你們的緣故向我發怒，說： 

 『你也不得進入那地。 

38 那侍候你，嫩的兒子約書亞必得進入那地。 

 你要勉勵他，因為他要使以色列承受那地為業。 

39 你們的孩子，你們說要成為擄物的， 

 就是今日尚不知善惡的兒女，必進入那地。 

 我要將那地賜給他們，他們必得為業。 

40 至於你們，要轉回，從紅海的路往曠野去。』 

9. 信息：預苦旅程與生命成長 眾坐 

10. 回應：同獻感恩詩歌 (普天頌讚 348 首) 眾立 

1 但願普世生靈感恩詩歌獻呈，齊發得勝歡呼，讚頌造物主： 

 蒙主施恩創造，護蔭、安慰、保守，牧養、 

 帶領群羊歷人生程途。 

 前進─隨主旌旗，真光耀照指示，同行晚間火柱， 

 黑夜光照透，直到夜影消退，幽暗勢力粉碎， 

 蒙主親手領行，光明進永晝。 

2 上主律法確定，眾星按令運行，紅日發放光芒，順從主道生； 

 平原、小丘、山巒，河流、海洋、深淵， 

 匠心巧工顯露，宣揚主神聖。 

 眾當揚起歌聲，盛載愛主真心，樂意事奉尊崇，讓頌聲傳遍； 

 直到萬千生靈聯合感恩熱情，榮耀歸與上主，和散那齊獻。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我知誰掌管前途 (生命聖詩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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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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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　停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暂　停 暂　停

暫　停 -　-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鄧美葆姊妹 -　-

葉翠妍姊妹 葉翠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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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三主日（紫）(3月20日) 預苦期第二主日（紫）(3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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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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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訂於 3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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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1-22年度奉獻截數日期及時間定為 3月 26日晚上 11:00，

截數後所收的奉獻將撥入下一年度計算。奉獻收據將以「短

訊」通知會眾奉獻金額以作報稅之用，如會眾欲領取印刷收

據或電子收據，請留言於藍田堂 WhatsApp 電話 61812800，

截止日期：4 月 25 日下午 3 時正。 

6) 會友孔昭抗弟兄(孔憲榮弟兄之父親) 火葬禮定於 3 月 15 日

上午 10 時 30 分於鑽石山火葬場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7) 何婉芬姊妹之父親 (何錦釗弟兄) 火葬禮定於 3 月 22 日上午

10 時正於鑽石山火葬場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