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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疫情中的春分 

 

過去的幾星期，大家的心累嗎？這兩星期濕氣重，就更令

人疲倦乏力⋯⋯ 
 

上星期日是春分( 廿四節氣中的第四個節氣）。這日之後，

按理應是氣温回暖，百花盛開，晝夜等長，給我們一種期

待已久的復甦，新生的氣息。你走進公園，會看到園丁悉

心栽種，各種艷麗的花盛開著，總給這時的我們一點療癒

吧。不過，有時亦有「倒春寒」的現象。這星期有一道冷鋒刮過，天色灰暗，寒

風細雨。或許，這更像我們的人生和環境的變化，就是陰晴

不定，悲喜交雜。 
 

所以，相比公園裏的花，我更愛看路旁和石縫間的植物。你

覺得它們太蒼白柔弱嗎？我覺得它們有一種令人安定的靈

氣。那種不受環境侵蝕和威逼，不依賴温室的呵護或人為的

修飾，不需要途人的圍觀和鏡頭。它們按著創造主給與的生

命力，在有限的年日，不穩定的養分、陽光和狹小的空間之中，沉靜又頑強地展

現自己生命的獨特，滲透出一種令人出神的安然和舒泰。 
 

走向各各他路上，面對猶太人漠視甚至敵視的眼光，被

群眾虛空的歡呼聲包圍著的耶穌，不就是展現這種柔韌

而強大的生命力嗎？ 
 

預苦期，英文稱為 lent, 來自古字 lencten，意即春天。讓

我們與主一同走進受苦的路，經歷生命的限制，一同等

候和迎接復活帶來生命的更新和無限可能。 

 

 

 

江慕慈姑娘  

他必降臨，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

如甘霖滋潤田地。（詩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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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預苦期第四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32 篇 1-2、11 節 (舊約 786 頁) 眾立 

1 過犯得赦免，罪惡蒙遮蓋的人有福了！ 
2 耶和華不算為有罪，內心沒有詭詐的人有福了！ 
11 義人哪，你們應當靠耶和華歡喜快樂， 
 心裏正直的人哪，你們都當歡呼。 

3. 讚美：主至尊至榮 (生命聖詩 74 首) 眾立 

1 縱然匯合一切尊貴佳美名號，是人類所熟知， 
或天使曾宣告，不足表示我主尊貴，不足彰顯救主榮威。 

2 主，偉大的先知，祢名我要稱揚，快樂救恩佳音， 
 祢已帶來世上，罪得赦免，地獄攻破，我們得贖與神相和。 
 (間奏) 
3 耶穌我大祭司，為我流血受苦，我罪咎的良心， 
 無別祭物可贖，一次流血赦我罪尤，在神右邊為我代求。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主愛深長 (生命聖詩 73 首) 眾坐 

1 耶穌慈愛，大哉，深哉！廣不可量，永無休， 
 浩浩蕩蕩，有如汪洋，主慈愛向我傾流。 
 扶持蔭庇，四面環繞，都是救主大慈愛， 
 導我前行，領我歸家，安息天上到萬代。 
2 耶穌慈愛，大哉，深哉！應當讚美廣傳開， 
 主愛真摰，主愛深長，永不動搖永不改， 
 主眼看顧屬祂兒女，十字架上甘捨身， 
 祂為我們父前代求，在寶座上施鴻恩。   (間奏) 
3 耶穌慈愛，大哉，深哉！一切愛中至上愛， 
 有如優美寧靜海港，滿有恩福大洋海。 
 大哉，深哉，耶穌慈愛，遠遠高過天上天， 
 主愛領我進入榮耀，領我朝見主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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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12 章 1-6 節 (舊約 1014 頁) 

1 在那日，你要說：「耶和華啊，我要稱謝你！ 

 因為你雖然向我發怒，你的怒氣卻已轉消；你又安慰了我。 

2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懼怕。 

 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3 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 

4 在那日，你們要說：「當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 

 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宣告他的名已被尊崇。 

5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歌，因他所做的十分宏偉； 

 但願這事遍傳全地。 

6 錫安的居民哪，當揚聲歡呼， 

 因為在你們當中的以色列聖者最為偉大。」 

 

哥林多後書 5 章 16-21 節 (新約 275 頁) 

16 所以，從今以後，我們不再按照人的看法來認識人， 

 縱使我們曾經按照人的看法認識基督， 

 如今卻不再這樣認識他了。 

17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18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 

 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賜給我們。 

19 這就是：神在基督裏使世人與自己和好， 

 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 

 並且將這和好的信息託付了我們。 

20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特使，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 

 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吧！ 

21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使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義。 

7. 奉獻：一切獻在壇上 (生命聖詩 465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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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12 章 12-13、馬太福音 27 章 22-23、 眾坐 

    馬可福音 14 章 35-36 節 (新約 161、48、78 頁) 

12:12 第二天，有一大群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要來耶路撒冷， 

13 就拿著棕樹枝出去迎接他，喊著： 

  「和散那，以色列的王！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27:22 彼拉多說：「這樣，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我怎麼辦他呢？」 

  他們都說：「把他釘十字架！」 

23 總督說：「為甚麼？他做了甚麼惡事呢？」 

  他們更加喊著說：「把他釘十字架！」 

14: 35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 

  如果可能，就叫那時候離開他。 

36 他說：「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 

  然而，不是照我所願的，而是照你所願的。」 

9. 信息：百味人生依靠主 眾坐 

10. 回應：耶穌是一位奇妙救主 (青年新歌 5 首) 眾立 

一個古老真愛的見證，基督真光指引！ 

甘降生世間賜恩同行，唯耶穌祂走近！ 

祂受苦復生配得權能，帶領跟祂足印， 

直到戰爭終止，得勝再一次得勝！恩主必跟你走過。 

良朋同伴可知：心內孤單、困慮，恩主耶穌祂可把你拯救！ 

藏在大愛中，安穩於恩翅下，躺身主懷抱裡，一生穩妥！ 

良朋同伴可知：心內孤單、困慮，恩主耶穌祂可把你拯救！ 

藏在大愛中，安穩於恩翅下，躺身主懷抱裡，一生穩妥！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與主更親近 (生命聖詩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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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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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溢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劉麗梅姑娘 江慕慈姑娘

暫　停 暫　停

暫　停暫　停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李寶玲姊妹 李寶玲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暂　停 暂　停

暫　停 暫　停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利珍寶姊妹 鄧玉芬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笑寶姊妹

陳志輝牧師區伯平牧師

*** 早 堂 *** *** 早 堂 ***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四主日（紫）(3月27日) 預苦期第五主日（紫）(4月3日)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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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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退休宣道會牧師區伯平蒞臨本堂證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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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6) 4 月 15 日(五)下午 5:00 舉行受苦節網上默想會，弟兄姊妹只

要瀏覧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請參與者預備

少量可飲用的果醋。 

7) 會友王國歡姊妹(何多弟兄之妻子)於 3 月 18 日安息主懷，求

主安慰其家人。 

8) 蕭桂蘭姊妹之父親(蕭偉光先生)於 3 月 20 日安息主懷，求主

安慰其家人。 

9) 會友劉瑞琼姊妹之母親(石七妹姊妹)於 3 月 20 日安息主懷，

求主安慰其家人。 

10) 會友薛秀英姊妹於 3 月 23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