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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三年的災難 

住在基列的提斯比人以利亞對亞哈說：「我指著所事奉永生的耶和華－以色列

的神起誓，這幾年我若不禱告，必不降露水，也不下雨。」（王上 17：1）這不下

雨的幾年維持了三年。這是神對亞哈的惡行憤怒的回應，他娶了西頓王的公主耶

洗別為妻，她把迦南的偶像也一併帶來，使以色列充滿巴力、亞舍拉等神廟，百

姓自然上行下效，一時之間全國群魔亂舞，自然引起神極大的憤怒。 

這三年的旱災連以利亞先知也受影響，他先到約但河畔一條支流去避災—大

概也躲避亞哈王吧，神吩咐烏鴉每天叼來食物，又喝溪水過活，直到這條小支流

也乾涸，就算以利亞也要一同受苦。 

於是以利亞離開以色列，往西頓去投靠一個寡婦，這婦人與小兒子相依為命，

其實已到了糧盡水絕的時候，不過她相信先知所言，把最後的麵粉和油造成餅給

先知，果然空空的罈子又滿了麵粉和油，就這樣婦人靠著取之不盡的麵粉和油養

活自己和兒子，以利亞也順理成章留下來。 

只是好景不常，當寡婦以為可以捱過旱災，她的兒子卻患上重病，甚至氣斷

了，婦人在極度悲傷之下，就埋怨以利亞為她帶來厄運—完全忘記先知為她帶來

續命的食物，以利亞接過斷了氣的孩子，問神為何降禍這婦人了？並三次懇求神

把生命歸回給孩子，神果然聽祈禱，孩子真的活過來，婦人才真的相信神的奇妙

作為。 

終於過了三年，以利亞先知告訴亞哈天將要再降雨，亞哈見了先知，就勃然

大怒的指出：就是你使以色列受這樣大的苦難嗎？他還沒有醒悟是自己離棄神，

倚靠那些無用的偶像，才引來三年的災難。先知為了讓亞哈和被錯誤引導的百姓

認清楚誰才是掌管天地萬物的真神，就向王后耶洗別供養的偶像先知下戰書，到

迦密山上比試，好結束這三年的苦難。結果如何大家應該都讀過吧，我們的三年

災難又會怎麼結束呢？ 

以利亞也與以色列人一起受苦，向神哀求禱告，神就向他施行奇妙作為，先

知就是憑信心來渡過。大家有懇切禱告、憑信心來面對災難呢？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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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四月三日聖餐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五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26 篇 3、5-6 節 (舊約 898 頁) 眾立 

3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 
5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6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歡呼地帶禾捆回來！ 

3. 讚美：復興主聖民 (普天頌讚 126a 首) 眾立 

1 回望當初上主領聖民，回歸本土，猶如夢中。 
 無盡感恩，歡聲笑不停，頌讚之歌彷如泉湧。 
 萬族萬邦都驚歎詫異，上主救拯，成就大事！ 
 慈愛真實，憐憫施聖民；耶路撒冷歡欣獻詩！ 
2 求神今天復興主聖民，膀臂伸張，護蔭扶掖， 
 猶如江水在荒野復流，求賜甘霖潤澤田地。 
 流淚撒種，歎息又忍耐，靜待、盼想莊稼豐盈。 
 勤奮刻苦必歡呼收割：懷抱主恩，讚頌聖名。 

4. 祈禱 眾立 

5.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43 章 16-21 節 (舊約 1068 頁) 

16-17 那在滄海中開道，在大水中開路，使戰車、馬匹、軍兵、 

  勇士一同出來，使他們仆倒，不再起來，使他們滅沒， 

  好像熄滅之燈火的耶和華如此說： 

18 「你們不要追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 

19  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就要顯明， 

   你們豈不知道嗎？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20  野地的走獸要尊敬我，野狗和鴕鳥也必尊敬我。 

   因我使曠野有水，使沙漠有河， 

   好賜給我的百姓、我的選民喝。 

21  這百姓是我為自己造的，為要述說我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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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3 章 8-14 節 (新約 304 頁) 

8 不但如此，我已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 
 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 
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 
 而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基於信，從神而來的義， 
10 使我認識基督，知道他復活的大能， 
 並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11 或許我也得以從死人中復活。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 
 或許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要我得著的。 
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6. 獻詩：上主是我亮光 眾坐 

齊唱： ** 上主─我亮光與我的拯救， 
    何人能使我懼怕?何事能使我懼怕? 
 
領唱： 1 上主─我真光、我幫助，豈有可懼？ 
    上主─我生命山寨、高臺，豈有人前退後？  ** 
   2 有一事主前誠心祈求， 
    一生一世願居住在主神的殿，瞻主榮美威儀。 ** 
   3 我深信在活人之地得見上主， 
    施恩惠、憐恤、應允禱告； 
     要等候主，堅心信靠，當等候主！      ** 
 

7. 奉獻：懇求教我聽主聲音 (世紀頌讚 348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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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經文：馬可福音 4 章 35-41 節 (新約 59 頁) 眾坐 

35 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對岸去吧。」 

36 門徒離開眾人，耶穌已在船上，他們就請他一同去； 

 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 

37 忽然狂風大作，波浪打入船內，以致船灌滿了水。 

38 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他，說： 

 「老師！我們快沒命了，你不管嗎？」 

39 耶穌醒了，斥責那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 

 風就止住，大大平靜了。 

40 耶穌對他們說：「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41 他們就非常懼怕，彼此說： 

 「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都聽從他。」 

9. 信息：掌握得到的平安 眾坐 

10. 回應：耶穌恩友 (生命聖詩 433 首) 眾立 

1 耶穌是我親愛朋友，背負我罪擔我憂， 
 何等權利能將萬事，帶到主恩座前求！ 
 多少平安屢屢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 
 皆因我們未將萬事，帶到主恩座前求。 
2 有否煩惱壓著心頭？有否遇試煉，引誘？ 
 我們切莫灰心失望，仍到主恩座前求！ 
 何處得此忠心朋友，分擔一切苦與憂， 
 我們弱點主都知透，放心到主座前求。 
3 勞苦多愁軟弱不堪，掛慮重擔壓肩頭， 
 主是你我避難處所，快到主恩座前求！ 
 你若遭遇友叛親離，來到主恩座前求， 
 在主懷中必蒙護佑，與主同在永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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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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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聖餐：同聚聖所 (世紀頌讚 527 首) 眾坐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我們承受的國度 (世紀頌讚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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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

司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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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　停 暂　停

暫　停 暫　停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朱美儀姑娘 利珍寶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笑寶姊妹

李寶玲姊妹 黃愛娣姊妹 李寶玲姊妹 黃愛娣姊妹

鄧美葆姊妹 陳可媚姊妹 鄧美葆姊妹 陳可媚姊妹

黃淑君牧師陳志輝牧師

江慕慈姑娘 陳志輝牧師

*** 早 堂 *** *** 早 堂 ***

主日職事人員表
棕枝主日（紅）(4月10日) 預苦期第五主日（紫）(4月3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725,430 上月奉獻總額: $1,345,814  (包括發展及購堂: $105,800)

本週獻花:  莊儀秋姊妹、黃瑞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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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905 主知名 7000 *0906 主知名 500 *0907 主知名 6000 *0908 主知名 2000 *0909 主知名 4000
*0910 主知名 1000 *0911 主知名 6000 *0912 主知名 2000 *0913 主知名 1000 *0915 主知名 2000
*0916 主知名 20000 *0917 主知名 1200 *0918 主知名 3000 *0919 主知名 42000 *0920 主知名 10000
*0921 主知名 80000 *0922 主知名 70000 P360 主知名 16100 V455 主知名 5000 W179 主知名 6000
W180 主知名 10000 W181 主知名 20000 W182 主知名 3600 W185 主知名 30000 W186 主知名 30000
W187 主知名 4000 W188 主知名 11730 W547 主知名 3000 W548 主知名 50000 W552 主知名 9800
W554 主知名 3000 W555 主知名 2500 W558 主知名 130000 W559 主知名 3000 W560 主知名 6000

W560 主知名 1000 X304 主知名 1600 X304 主知名 1600 X682 主知名 250 X685 主知名 24000
慈惠 : *0910 主知名 1000
感恩 : *0914 主知名 20000 *0919 主知名 4000 *0923 主知名 500 *0924 主知名 500 P399 主知名 3100

W545 主知名 2000 W550 主知名 500 X661 主知名 2000 X682 主知名 250
發展 : *0914 主知名 10000 *0916 主知名 20000 W183 主知名 1000 W549 主知名 200 W551 主知名 4000

W553 主知名 6500
差傳 : *0914 主知名 10000 *0916 主知名 100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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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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5 日(二)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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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陳貽添執事外父(妻鄧愛賢父親)鄧寶榮弟兄於 3 月 16 日安息

主懷，定於 4 月 10 日(日)晚上 5-7 時在世界殯儀館設置弔

唁。4 月 11 日(一)上午 10 時舉行安息禮拜，隨即往歌連臣角

火化。請為家人代禱，求神安慰。 

7) 會友劉瑞琼姊妹之母親(石七妹姊妹)安葬禮定於 4 月 12 日上

午 10 時在葵涌火葬場進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