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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在受限的人生活出信仰 

 

人生怎樣走得更好，不會迷路？人生一直乖乖的跟著放在心裏的地圖走呀走，但有時

停下來會發現地圖顯示出來的，原來跟自己所在的地方並不一樣。人生多變，實在沒

有劃一的既定公式。 

 

在《動物園中的祈禱室》一書中，寫到一隻恐龍這樣禱告：「有生命是多艱苦，要找吃

的，要找喝的，要找配偶，好不容易才學會如何做人家的兒子，忽然又要去學如何叫

別人做自己的兒子，要維持自己裏外像樣，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生命又是如此充滿

生老病死，誰受得了呢？至少我自己受不了，所以寧可住在化石館。我已經忘了「活

著」是怎麼一回事了。…..」那恐龍對上帝說對自己現況很滿意，因不再感到冷熱、傷

痛。 

 

真實的活著，有感覺但沒有固定不變的行程。有高山低谷，有喜樂悲傷，有開懇荒地

的日子，也有急流勇退的時刻。你用心的走，天父也會細心的陪伴、引導。行程有變

數不要緊，要緊的是天父的同在是不變的呀！ 

 

江慕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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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五月一日聖餐崇拜程序 

 復活節期第三主日（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救主基督已復生 (崇拜短頌集 28 頁) 眾坐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戰勝死亡！救主基督已復生。哈利路亞！
耶穌乃生命、真理、永生路徑。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3. 宣召：詩篇 4 篇 6 下-8 節 (舊約 759 頁) 眾立 

6 耶和華啊，求你用你臉上的光照耀我們。 
7 你使我心裏喜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 
8 我必平安地躺下睡覺，因為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 

4. 讚美：復活得勝主 (生命聖詩 133 首) 眾立 

1 復活得勝主，榮耀屬於祢，祢已征服死權，得永遠勝利。 
 白衣天使下來，將墓石輥開，只見麻布頭巾，身體已不在。** 
2 看，救主耶穌復生離墳墓，向眾親切招呼，憂懼盡消除。 
 教會應當歡樂，高唱凱旋歌，因主今已復生，死權已受挫。** 
3 榮耀生命主，我深信不疑，若無救主同在，生命無意義； 
 藉主永恆大愛，我得勝有餘，領我安渡約但，在天家安居。** 
 
** 復活得勝主，榮耀屬於祢，祢已征服死權，得永遠勝利。 

5. 祈禱：永生 (生命聖詩選讀經头 7 首) 眾立 

6. 歌頌：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生命聖詩 130 首) 眾坐 

1 天父愛子由天至，常經憂患遭厭棄， 
 拯救罪人脫永死，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2 受盡羞辱與欺凌，為我贖罪受苦刑， 
 藉主寶血得潔淨，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3 我滿罪污無蔭庇，祂是聖羔無瑕疵， 
 救贖大功真希奇！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4 主釘十架捨生命，救世使命已完成， 
 今居至高榮美城，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間奏） 
5 榮耀君王再來時，迎接聖徒上天衢， 
 齊頌主名唱新詩，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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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30 篇 (舊約 783 頁) 

1 耶和華啊，我要尊崇你， 
 因為你救了我，不讓仇敵向我誇耀。 
2 耶和華－我的神啊，我呼求你，你醫治了我。 
3 耶和華啊，你救我的性命脫離陰間， 
 使我存活，不至於下入地府。 
4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要歌頌他，要頌揚他神聖的名字。 
5 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6 至於我，我凡事順利，就說：「我永不動搖。」 
7 耶和華啊，你曾施恩，使我穩固如山；你轉臉不顧，我就驚惶。 
8 耶和華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華懇求： 
9 「我被害流血，下到地府，有何益處呢？ 
 塵土豈能稱謝你、傳揚你的信實嗎？ 
10 耶和華啊，求你應允我，憐憫我！ 
 耶和華啊，求你幫助我！」 
11 你將我的哀哭變為跳舞，脫去我的麻衣，為我披上喜樂， 
12 使我的靈歌頌你，不致緘默。 
 耶和華－我的神啊，我要稱謝你，直到永遠！ 

 

啓示錄 5 章 8-14 節 (新約 404 頁) 

8 他一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它的七印； 

 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各語言、各民族、 

 各邦國中買了人來，使他們歸於神， 

10 又使他們成為國民和祭司，歸於我們的神； 

 他們將在地上執掌王權。」 

11 我又觀看， 

 我聽見寶座和活物及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 

 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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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聲說： 

 「被殺的羔羊配得權能、豐富、智慧、力量、尊貴、榮耀、頌讚。」 

13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滄海裏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 

 「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14 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8. 詩班獻詩：復活樂歌 (A&O 合唱曲集 28 頁) 眾坐 

儆醒聆聽！宗主信徒，好消息宣告傳揚： 

憂傷痛苦今告終止，驚惶恐慌完結， 

暫短苦楚如今帶來欣悅展延到永遠。 

奮戰榮凱今贏冠冕，捨己受死換奬賞， 

似跌卻終得勝掌權，祂死被升作君尊， 

曾執葦子被嘲君王，穏操萬有金權杖。 

我主曾遭屈辱粗暴，惡勢似暫得逞： 

─智者曾降於詭計、手段，剛強制於惡謀算， 

羔羊展開永生旌旗，死亡不容勝！ 

儆醒聆聽！宗主信徒，千古奧秘已陳明； 

東西南北各方各國，宣告上主這奧秘： 

復活清晨戰爭得勝，生命吞滅死威權， 

復活清晨戰爭穏贏，生命吞滅死威權。 

9. 奉獻：昔在、今在、永存基督 (普天頌讚 270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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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24 章 13-21、25-32 節 (新約 134 頁) 眾坐 

13 同一天，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 
 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離耶路撒冷約有二十五里。 
14 他們彼此談論所發生的這一切事。 
15 正交談議論的時候，耶穌親自走近他們，和他們同行， 
16 可是他們的眼睛模糊了，沒認出他。 
17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一邊走一邊談，彼此談論的是甚麼事呢？」 
 他們就站住，臉上帶著愁容。 
18 兩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 
 「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中， 
 惟一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裏發生了甚麼事的人嗎？」 
19 耶穌對他們說：「甚麼事呢？」他們對他說： 
 「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他是個先知， 
 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都大有能力。 
20 祭司長們和我們的官長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 
21 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救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這些事發生到現在已經三天了。 
25 耶穌對他們說： 
 「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 
 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 
26 基督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然後進入他的榮耀嗎？」 
27 於是，他從摩西和眾先知起， 
 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作了解釋。 
28 他們走近所要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走， 
29 他們卻強留他說： 
 「時候晚了，天快黑了，請你同我們住下吧。」 
 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 
30 坐下來和他們用餐的時候， 
 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 
31 他們的眼睛開了，這才認出他來。 
 耶穌卻從他們眼前消失了。 
32 他們彼此說： 
 「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 
 我們的心在我們裏面豈不是火熱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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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息：從心裡認出耶穌 眾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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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聖餐：讚美救主犠牲大愛 (生命聖詩 62 首) 眾坐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永活基督 (普天頌讚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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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促進會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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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玉娥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楊婉芳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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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仁愛:

譚慧冰姊妹葉翠妍姊妹葉翠妍姊妹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雷書昊弟兄 連卓鴻弟兄

暫停 暫停

李芷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周敏儀姊妹 林曉潼姊妹

葉翠妍姊妹 葉翠妍姊妹

柯綽瑤姊妹 麥淑容姊妹

趙惠蘭姊妹

謝月芬姊妹

陳惠霞姊妹

葉德誠弟兄

鄭倩雲姊妹 鄭　琦姊妹

謝月芬姊妹 柯思敏姊妹

黃翠屏姊妹 羅志威弟兄

潘裕文姊妹林美荃姊妹

余文耀執事 呂君逹執事

朱美儀姑娘 鄧美葆姊妹

陳志立弟兄 梁睿熙弟兄

鄧柏齡弟兄

柯思敏姊妹

招楚筠姊妹

梁睿熙弟兄

陳志輝牧師

*** 合 堂 *** *** 合 堂 ***

劉翠琴姊妹

陳何美寶師母

黃翰濤弟兄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節期第四主日（金）(5月8日) 復活節期第三主日（金）(5月1日) 聖餐

Mar-22 全年累積 2022年3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2,086,340      1,413,590     1,284,090 12,800      20,700       -               96,000          
現金支出 2,337,972      1,434,679     354,762    4,000        -                 14,000      1,061,917     
現金流入/(流出) (251,632)        (21,089)         929,328    8,800        20,700       (14,000)    (965,917)      

固定資產 12,768,147    12,768,147   170,949    -               -                 -               12,597,198   
銀行及現金結餘 4,959,714      4,959,714     3,713,997 760,131    1,142,641  111,084    (768,138)      
其他資產 20,000           20,000          20,000      -               -                 -               -                   
按揭貸款 -                     -                    -               -               -                 -               -                   
其他負債 (738,396)        (738,396)       (737,996)  -               -                 -               (400)             
淨資產 17,009,466    17,009,466   3,166,950 760,131    1,142,641  111,084    11,828,659   

***********************************************************  財務摘要  ****************************************************

按

基

金

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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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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 日(一)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5) 福蔭團契於 5 月 14 日(六)下午 2:00-4:00 聚會，由蔡嫚物理治

療師主講：鍛煉體益處多，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6) 2021-2022 年第三季的青成聖經課程仍接受報名，有興趣參

加的弟兄姊妹請於今日下午 2:00 前提交電子報名表。上課時

間及形式可能會因崇拜安排改變而有變動。 

7) 新一個系列圖書推介已推出，主題：在有限人生活出信仰。

歡迎大家借閱。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形式及時間 報名連結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

睇真 D 】 

讓學員透過觀察經文及發問，實踐信仰。 黃敬熙先生、

陳樂獻先生、

麥浩澄先生 

5 月 8 日 (日) 開課，逢

星期日 12:00-12:45p.m. 

形式：實體、網上同步  

https://forms.gle/E
uTj8NwTNgVfqH3G
8  

高中主日學 

【門訓學

堂：使徒行

傳教我們的

事( 續) 】 

耶穌極為看重門徒訓練，祂用三年半的時間

與門徒相處，並且成為他們的榜樣，讓他們

有學習的對象。今日，我們也接受裝備藉著

訓練和事奉，繼續寫下「使徒行傳廿九

章」！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上課日期和時間：導師

會聯絡學員 

形式：網上上課 

https://forms.
gle/nSJJtACFR
wktRarH7  

成人主日學-

進階 

【基督教藝

術與靈修】 

基督教傳統影響西方藝術-音樂、繪畫、雕

塑、建築及文學等發展，直至文藝復興，人

文主義興起，藝術方向分道揚鑣，以後更出

現倒過來的影響，基督教文化走向「世俗

化」，本課既探討當中的歷程，亦注重欣賞

及反思，建構出於污泥而不染之靈修生活。 

麥志成牧師 5 月 8 日(日)開課，逢星

期日 12：00- 12:45p.m.  

(共 11 堂) 

形式：實體、網上同步 

https://forms.
gle/T5fer8J143
j43cZGA  

成人主日學-

初級 

【這是怎樣

的平安】 

聖經裡不乏「平安」的題材，透過選讀的經

文，盼望與大家一起思想經文在不同的處境

中所透視的平安。 

劉麗梅姑娘 5 月 8 日(日) 開課， 

逢星期日 12：00- 

12:45p.m.(共 7 堂)  

形式：實體、網上同步 

https://forms.
gle/MWsxFhva
QpAyAeoFA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EuTj8NwTNgVfqH3G8
https://forms.gle/EuTj8NwTNgVfqH3G8
https://forms.gle/EuTj8NwTNgVfqH3G8
https://forms.gle/nSJJtACFRwktRarH7
https://forms.gle/nSJJtACFRwktRarH7
https://forms.gle/nSJJtACFRwktRarH7
https://forms.gle/T5fer8J143j43cZGA
https://forms.gle/T5fer8J143j43cZGA
https://forms.gle/T5fer8J143j43cZGA
https://forms.gle/MWsxFhvaQpAyAeoFA
https://forms.gle/MWsxFhvaQpAyAeoFA
https://forms.gle/MWsxFhvaQpAyAe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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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年度「電子奉獻收據」於四月底至五月中以電郵/ whatsapp

發送，請登記了收取「電子奉獻收據」的會眾查閱電郵信箱/ 

whatsapp 短訊。曾經登記收取「實體奉獻收據」的會眾請在

5 月 8 日及 5 月 15 日主日崇拜後到幹事房領取，如果在 5 月

16 日仍然未收到通知，或欲更改電郵信箱地址/whatsapp 號

碼，或希望以其他形式領取收據，請 whatsapp 藍田堂

61812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