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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神與我們同在 

 
4 月 21 日(四)全港教會可以恢復實體聚會，眾會可以如常回到自己的堂會，但因

為宗教場所被列為「表列處所」，進入時就要符合相關的要求；所以 4 月 24 日的

主日，香港各教會都「嚴陣以待」，執行相關的要求，並且這只是回復聚會的「序

幕」，日後還有一連串的「關卡」，因為在隨後的日子有更多相關的要求！ 
 
長達兩年多的新冠病毒於全球帶來嚴重的影響，而且未能預計結束的日子！各國

用盡不同的方法應對，從人來看只可逆來順受。當信徒在無奈及困難的日子中，

會否想起舊約聖經的「智慧書」？曾聽過學者對這三卷書作以下的簡單描述； 
 
箴 言：人生的平常 

傳道書：人生的無常 

約伯記：人生的反常 
 
對前景的看法？對未來人生的重大決定？要描述今日的自己，不知大家那一類的

感受最強烈？  
 
這期間人與人的見面也多了，知道不同的家庭也有重大的人生決定，大家傾談的

內容會由「天下事」轉到「國事」，最終涉及「家事」。有信仰與沒有信仰的人生，

在這些重要決定可有明顯的分別嗎？在信仰的人生中作決定，有沒有「標準方法」？

如自己在小時候都會問及「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或「如何明白神在自己身上的心

意」。或許有人堅信有「標準方法」，有人卻提出是因人而異；個人的領受也傾向

因人而異，但卻有一些共通點，例如個人是否與神保持親密的聯繫，並且思想到

如何以自己的人生去回應神；有如我們相信主耶穌的原因、過程，與及信主歷程，

都是因人而異，但是有共通的地方，就是經驗到「神與我們同在」。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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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五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復活節期第五主日（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22 篇 25-26 節 (舊約 777 頁) 眾立 

25 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 
 我要在敬畏耶和華的人面前還我的願。 
26 願困苦的人吃得飽足，願尋求耶和華的人讚美他。 
 願你們的心永遠活著！ 

3. 讚美：稱謝復活主 (普天頌讚 273 首) 眾立 

**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向復活主稱謝！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頌讚歸主名！  
1 耶穌是天地創造主，基督是萬有的君王。  ** 
2 向萬人宣揚大喜訊：基督受死，復活得勝！ ** 
3 我若和祂一同釘死，必同復活，生命永恆。 ** 
4 讓我們歌頌永活神，一同歡欣讚美救主。  **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往以馬仵斯路 (普天頌讚 272 首) 眾坐 

1 石塊滿鋪，憂傷蓋覆，竟是帝王路； 
 耶路撒冷我眾啟程，踏上帝王路。 
 不惜殺戮以維綱紀，此乃帝王路； 
 無罪耶穌因此喪命，踏上帝王路。 
2 黎明破曉，奧祕希奇，在那空墳墓； 
 何事發生？天使顯現？在那空墳墓。 
 忽有同行一陌生人，在那帝王路； 
 提問、回應，講解、指明，在那帝王路。 
3 以馬忤斯日暮安抵，在那帝王路； 
 勸請陌客莫再前行、走那帝王路。 
 席上祂竟禱告祝謝，擘餅為眾分； 
 愚蒙頓開，心靈火熱，擘餅認為憑。  （間奏） 
4 眼淚、歡笑，驚喜交集，奔那帝王路。 
 神全改變方向勢頭─逆轉帝王路。 
 鋪路石頭開口稱頌：基督已復生！曉諭國邦， 
 宣於天下：基督已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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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48 篇 (舊約 915 頁) 

1 哈利路亞！ 
 你們要從天上讚美耶和華，在高處讚美他！ 
2 他的眾使者啊，要讚美他！他的諸軍啊，都要讚美他！ 
3 太陽月亮啊，要讚美他！放光的星宿啊，都要讚美他！ 
4 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啊，你們都要讚美他！ 
5 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因他一吩咐就都造成。 
6 他將這些設定，直到永永遠遠；他訂了律例，不能廢去。 
7 你們哪，都當讚美耶和華： 
 地上一切所有的，大魚和深洋， 
8 火和冰雹，雪和霧氣，成就他命令的狂風， 
9 大山和小山，結果子的樹木和一切香柏樹， 
10 野獸和一切牲畜，昆蟲和飛鳥， 
11 世上的君王和萬民，領袖和世上所有的審判官， 
12 少年和少女，老人和孩童， 
13 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 
 因為獨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榮耀在天地之上。 
14 他高舉自己百姓的角，使他的聖民以色列人， 
 就是與他相近的百姓得榮耀。哈利路亞！ 

 

約翰福音 16 章 12-22 節 (新約 168 頁) 

12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 
13 但真理的靈來的時候，他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真理。 
 因為他不是憑著自己說的，而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且要把將要來的事向你們傳達。 
14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把從我領受的向你們傳達。 
15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 
 他要把從我領受的向你們傳達。」 
16 「不久，你們將不再見到我；再過不久，你們還要見到我。」 
17 有幾個門徒彼此說：「他對我們說『不久，你們將不再見到我；

再過不久，你們還要見到我』；又說『因我到父那裏去』。 
 這是甚麼意思呢？」 
18 於是門徒說：「他說『不久』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我們不明白他說甚麼。」 
19 耶穌看出他們要問他，就對他們說：「我說『不久， 
 你們將不再見到我；再過不久，你們還要見到我』， 
 你們為這話彼此詢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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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反要歡喜。
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成喜樂。 

21 婦人生產的時候會憂愁，因為她的時候到了； 
 但孩子一生出來，就不再記得那痛苦了， 
 因為歡喜有一個人生在世上了。 
22 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到你們， 
 你們的心就會有喜樂了；這喜樂沒有人能奪去。 

7. 詩班獻詩：諸天讚美 (普天頌讚 148b 首) 眾坐 

1 讚美真神，諸天叩拜，高處天使歡欣唱， 
 日月星辰發光閃亮，主前喜樂獻頌揚； 
 讚美真神曉諭聖言，世界遵主威嚴聲， 
 法度典章永遠不變，主賜子民作明燈。 
2 讚美真神榮光輝耀，信約應許必堅定， 
 主率聖徒奏凱勝利，罪惡、死亡失權柄； 
 讚美真神救贖功成，僕役天軍宣大能， 
 地上、天上一切生靈，讚美稱頌主聖名。 
3 榮耀、稱頌、崇尊、敬拜全然獻呈寶座前， 
 無論老少一起讚美，口唱心和聲響遍， 
 聖徒天上虔誠俯伏，我們歡欣共和應， 
 彷如天軍侍立主旁，在地子民頌主名。 

8. 奉獻：神大愛 眾坐 

9. 信息經文：使徒行傳 2 章 14-24 節 (新約 180 頁) 眾坐 

14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來，他就高聲向眾人說： 
 「猶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 
 這件事你們要知道，要側耳聽我的話。 
15 這些人並不像你們所想的喝醉了， 
 因為現在才早晨九點鐘。 
16 這正是藉著先知約珥所說的： 
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血肉之軀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要見異象； 
 你們的老人要做異夢。 
18 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靈澆灌， 
 甚至給我的僕人和婢女，他們要說預言。 
19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 
 有血，有火，有煙霧。 
20 太陽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 
 這都在主大而光榮的日子未到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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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那時，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 
22 「以色列人哪，你們要聽我這些話： 
 拿撒勒人耶穌就是神以異能、奇事、 
 神蹟向你們證明出來的人， 
 這些事是神藉著他在你們中間施行， 
 正如你們自己知道的。 
23 他既按著神確定的旨意和預知被交與人， 
 你們就藉著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 
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復活了， 
 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10. 信息：沒有預備的講章 眾坐 

11. 回應：靠我靈成事 (青年新歌 50 首) 眾立 

1 高山將你前路隔阻，陷疑惑與恐懼。 
 放心靜聽親愛聖靈：高山終必下塌。  * 
2 深水將你前路隔阻，這河又闊且深。 
 放心踏上水必消退，安抵岸邊地界。  * 
3 火般苦困熬煉你身，令人沒法忍受。 
 看主基督君尊之子，共行並肩面對。  *  (間奏) 
4 單單靠神能力救拯，風也願聽指示； 
 壯膽踏上不必灰心，祂會開闢路徑。  * 
 
* 非勢力，非勢力，靠我靈引導方會成事； 
 非勢力，非勢力；靠我靈引導前行。 
 這高山終必動搖，這大山要被移動； 
 這高山終必動搖；靠我靈引導前行。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There’s a Quiet Understanding (Words and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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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恩敬拜音樂事工、Hope 

Publishing Compa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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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楊明麗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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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芷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劉詩愷姊妹 潘裕圖弟兄

黎翠琼姊妹 林義妹姊妹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謝月芬姊妹 柯思敏姊妹 謝月芬姊妹 柯思敏姊妹

黃香娣姊妹 張漢榮弟兄

林溢敏姊妹

劉詩愷姊妹

徐梓瑤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　-

朱美儀姑娘

葉翠妍姊妹 李敬因姊妹

黃偉雄牧師

鄧顯昌弟兄

麥志成牧師

李英楠姊妹

蔡頴鈞執事 陳永祐執事

李芷珊姊妹 袁麗娟姊妹 陳卓欣姊妹 麥淑容姊妹

林志剛弟兄 葉德誠弟兄

陳永祐執事 同工 雷偉勝執事

*** 合 堂 *** *** 早 堂 ***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節期第六主日（金）(5月22日) 復活節期第五主日（金）(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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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訂於 5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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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6) 環球聖經公會與本堂合辦聖經課程，詳情如下，有興趣參加者

請於網上報名： 

 

 

 

 

 

 

 

7) 會友王偉樂弟兄的母親(王馬素珍女士)之喪禮定於 5 月 15 日

(日)下午 2 時於九龍殯儀館 3 樓光大堂舉行，禮畢後前往和合

石火葬場舉行火葬禮。願主安慰他及家人。 

8) 會友林殷宏弟兄的父親(林恩忠先生)之喪禮定於 5 月 29 日(日)

下午 5 時- 8 時在世界殯儀館 1 樓博愛堂舉行，5 月 30 日(一)上

午 10 時出殯，10 時 30 分大儉，之後前往鑽石山火葬場，求主

安慰其家人。 

課程名稱  真假信徒──雅各書解讀 

課程簡介 

 

雅各書可從不同角度探討，包括信徒如何面對試煉（1:2）、信徒的完全

（1:4）、信行合一（2:14）。本課除了介紹前人的成果，更會從雅各如

何引用舊約入手，更深入了解雅各書的精髓。 

課程導師 - 黎永明博士（環球聖經公會培訓總監、建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上課日期、 

時間及地點 

- 7/6，14/6，21/6（週二，3 堂），晚上 7:30-9:15 

- 本堂禮堂 

報名連結 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www.wwbible.org/%E7%B6%B2%E4%B8%8A%E5%A0%B1%E5%90%8D
https://www.wwbible.org/%E7%B6%B2%E4%B8%8A%E5%A0%B1%E5%90%8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