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靈修 
 

戰火中那天可重聚 ? 

 
  自從今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至今已經 25 天，而且不時收到多個

媒體記者或新聞主播在網上社交平台、電視台或電腦網絡上報導這場國與國之

間衝突戰爭; 本人無意在此談論政治或批判誰是誰非，反而本人較為關注連日以

來在網上新聞報導中所看到攝影記者在發放有關相片及畫面，大部分內容均拍

攝及敘述烏克蘭平民百姓逃亡時與家人道別的場面，從雅虎網上新聞報導，自從

俄軍攻打烏克蘭以來，烏克蘭國民已經高達二百六十多萬國民從烏克蘭逃難到

鄰近國家波蘭、羅馬尼亞、愛爾蘭及俄羅斯等地方。當中逃難國民大部分均是婦

孺及兒童逃離風煙四起烏國，皆因烏國總統下令國內年青力壯男丁必須要留在

國家協助當兵抵抗敵軍，因此許多新聞報導拍攝的相片總離不開母子或妻女與

留下來的父親痛哭道別的畫面，然後母子或妻女均帶著依依不捨之情在火車上

與丈夫及父親揮手後往鄰國避難。場面令人十分傷感 ! 原本一家人幸福地生活

在同一國家，現在卻因為戰爭而妻離子散更是令人難過，而且無人會保證一家人

分手道別後，還會否再有重聚的可能? 

 

    可見戰爭故然無情，但是本人認

為在發動戰爭的執政掌權者及背後有

分促成戰爭的國家更是可恥! 他們在

違反聯合國在《兒童權利公約》 於

1990 年 9 月 2 日生效之定明條款及宣

言，維護兒童四大權利 : 生存權利、

發展權利、參與權利、受保護權利。 

並且公約上表明需要維護及保障十八

歲以下兒童在公民、經濟、政治、文化

和社會中的權利。 

 
此外，根據聯合國公約上第二點

宣言 : 照顧孩子時必須充分尊重其家庭，並把兒童及其家庭作為一個整體對

待。還有，在第五和第六點宣言 : 兒童在遇險時，必須是第一個獲得救濟的

人。與及兒童必須享受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計劃提供的全部福利，必須接受培

訓，使其能夠在適當的時候謀生，並且必須受到保護，免受各種形式的剝削。

請問發動戰爭者有否諮詢過烏國兒童想不想戰爭呢? 又或者國家總統有否尊

重過兒童願不願意其父親被徵用上戰場呢 ? 這顯明強權者及發動戰爭者根

本上一直忽略兒童的真正表達意見權利和聲音。而且在無情的戰火中兒童的

生命往往是最得不到保障的一群，就像最近看到路透社記者在網上新聞流出

一個短片是一位小男童邊走邊哭帶著一袋玩具獨自逃難往波蘭，根據記者報

導這名兒童後來才跟家人團聚; 這位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明天的孩子實在令人

 

 
(圖片翻攝自推特@WUTang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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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過及擔心，他的哀聲又有誰會聽到呢 ?  

其實，在聖經裏有多處經文表明耶和華不喜悅流無辜人血的罪人; 「耶和

華所恨惡的有六樣，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 就是高傲的眼，撒謊的舌，流

無辜人血的手， 圖謀惡計的心，飛跑行惡的腳， 吐謊言的假見證，並弟兄中

布散分爭的人。」(箴 6:16-19) 

 

   祈願發動戰爭者能及

早收手，否則戰爭之禍害不但

為兒童帶來家園被催毀、生存

權利被剝奪、為兒童身心靈帶

來不能磨滅創傷及恐懼、幸福

家庭生活成為泡影及在戰火舜

間成為流離失所的孤兒! 求主

施恩拯救每一位在戰火下的無

辜者! 阿們。

 
(圖片來自 Facebook @Anthony Perry） 

 

 

朱美儀姑娘

 
(圖／短片自@TVBS 頻道)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預苦期第三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63 篇 1-3 節 (舊約 820 頁) 眾立 

1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尋求你； 
 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的心靈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 
2 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為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 
3 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讚你。 

3. 讚美：耶穌恩光 (齊唱兒歌《5》5 頁) 眾立 

1 看見星星記得主愛，情願降人世，全為救恩； 
 就在漆黑裏見主深恩，新的盼望來臨。    ** 
2 是祢雙手抺去苦困，平靜與慈愛常在我心； 
 復活升天上，萬眾歡欣，恩典散落人群。   ** 
 
** 耶穌恩光驅走黑暗，讓愛充滿世間， 
  耶穌恩光照耀萬人，畫上繽紛記印。× 2 

4. 祈禱 眾立。 

5.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西結書 33 章 10-20 節 (舊約 1285 頁) 

10 「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你們曾這樣說： 
 『我們的過犯罪惡在自己身上， 
 我們必因此消滅，怎能存活呢？』 
11 你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 
 我斷不喜悅惡人死亡，惟喜悅惡人轉離他所行的道而存活。 
 以色列家啊，你們回轉，回轉離開惡道吧！何必死亡呢？ 
12 人子啊，你要對本國的百姓說：義人的義， 
 在他犯罪之日不能救他； 
 至於惡人的惡，在他轉離惡行之日不會使他傾倒； 
 義人在他犯罪之日不能因自己的義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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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對義人說：『你必存活！』他若倚靠自己的義作惡， 
 所行的義就不被記念；他必因所作的惡死亡。 
14 我對惡人說：『你必死亡！』 
 他若轉離他的罪惡，行公平公義的事； 
15 惡人若歸還抵押品，歸回所搶奪的東西， 
 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再作惡；他必存活，不致死亡。 
16 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記念； 
 他行了公平公義的事，必要存活。 
17 「你本國的百姓說：『主的道不公平。』 
 其實他們，他們的道才是不公平。 
18 義人轉離自己的義作惡，他必因此而死亡。 
19 惡人轉離他的惡，行公平公義的事，他必因此而存活。 
20 你們還說：『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 
 我必按你們各人所行的審判你們。」 

 
哥林多前書 10 章 1-13 節 (新約 259 頁) 

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 
 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2 都在雲裏、海裏受洗歸了摩西， 
3 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糧， 
4 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跟隨著他們的靈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5 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倒斃在曠野裏了。 
6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鑒戒，使我們不要貪戀惡事， 
 像他們貪戀過的一樣。 
7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們中有些人曾經拜過。 
 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樂。」 
8 我們也不可犯姦淫，像他們中有些人曾經犯過， 
 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千人。 
9 也不可試探主，像他們中有些人曾試探主就被蛇咬死。 
10 你們也不可發怨言，像他們中有些人曾經發過， 
 就被毀滅者所滅。 
 
 
 
 
 
 



 

 

 
 

11 這些事發生在他們身上，要作為鑒戒， 
 而且寫下來正是要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 
12 所以，自以為站得穩的人必須謹慎，免得跌倒。 
13 你們所受的考驗無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 
 神是信實的，他不會讓你們遭受無法承受的考驗， 
 在受考驗的時候，總會給你們開一條出路，讓你們能忍受得了。 

6. 奉獻：一切獻在壇上 (生命聖詩 465 首) 眾坐 

7. 信息經文：使徒行傳 2 章 1-13 節 (新約 180 頁)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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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那時，有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的猶太人，住在耶路撒冷。 

6 這聲音一響，許多人都來聚集， 

 各人因為聽見門徒用他們各自的鄉談說話，就甚納悶， 

7 都詫異驚奇說： 

 「看哪，這些說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嗎？ 

8 我們每個人怎麼聽見他們說我們生來所用的鄉談呢？ 

9 我們帕提亞人、瑪代人、以攔人，和住在美索不達米亞、 

 猶太、加帕多家、本都、亞細亞、 

10 弗呂家、旁非利亞、埃及的人， 

 並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亞一帶地方的人，僑居的羅馬人， 

11 包括猶太人和皈依猶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 

 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鄉談講論神的大作為。」 

12 眾人就都驚奇困惑，彼此說：「這是甚麼意思呢？」 

13 還有人譏誚，說：「他們是灌滿了新酒吧！」 

8. 信息：聖靈降臨 眾坐 

 

 

 



 

 

 
 

9. 回應：當轉眼仰望耶穌 (生命聖詩 293 首) 眾立 

1 你心靈是否煩惱困苦？不見亮光，黑暗滿佈？ 

 仰望主耶穌就得光明，你生命更活潑豐盛。  ** 

2 主已從死亡進入永生，我們隨主同享生命， 

 我們不再被罪權捆拘，因靠主已得勝有餘。  ** 

3 救主的應許永不改變，信靠祂萬事蒙恩典， 

 快去將祂全備的救恩，傳給瀕臨死亡世人。  ** 

 

** 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祂奇妙慈容， 

 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顯為虛空。 

10. 家事 眾坐 

11.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2. 殿樂：Be thou my guardian and my guide 眾坐 

   by C. C. Palmer, arr. Robert G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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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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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劉麗梅姑娘

暫　停 暫　停

暂　停 暂　停

-　- 暫　停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　- 林滿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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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伯平牧師麥志成牧師

*** 早 堂 *** *** 早 堂 ***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四主日（紫）(3月27日) 預苦期第三主日（紫）(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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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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 年度奉獻截數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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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收據於 5 月 26

日前以電郵(已有記錄)發送，如會眾欲領取印刷或電子收據，

請留言於藍田堂 WhatsApp 電話 61812800，截止日期：4 月

25 日下午 3 時正。 

5)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6) 何婉芬姊妹之父親 (何錦釗弟兄) 火葬禮定於 3 月 22 日上午

10：30 於鑽石山火葬場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