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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寫給為公義發聲的有心人 

 近日面對著香港社會氣氛之低迷、遲遲未消退之疫情、社會上精英人才離散

移居海外之湧現、經濟生活之疲弱、國與國之間戰事連連、曾為公義發聲之資深

傳媒人及宗教領袖紛紛落網，畢竟也在影響心情 ! 在這短短的幾年間感到生於斯

長於斯的地方已變得愈來愈陌生。慨嘆曾幾何時的暢所欲言日子和敢於為不義的

事發聲的機會彷彿不再一樣。現在歲月給我們留下的不過是有口難言之委屈和痛

心 ! 不過生命總是向前，過往的歷史並不能引領我們走向未來，只會拖著我們後

腿難以前行。 
 

那麼我們一群留下生活的人可懷抱著甚麼希望向前走下去呢? 最近有機會在

網上搜尋資料時遇到這篇文章分享，閱後獲得一點點抖擻精神和鼓勵，文章來自

明報專攔麥許多之平安祭，現節錄如下 : 「安頓抗疫之困，排解戰亂之憂 : 文章

內容引用了一位猶太歷史學家及思想家 Howard Zinn 的文章有以下的回應 ; 在艱

難時懷抱希望，這不是愚蠢的浪漫。人類歷史不單有殘暴，同時也充滿慈悲、犧

牲、勇氣、仁慈。之所以懷抱希望，正正是基於此。歷史有複雜的面向，我們重

視哪一面，將會左右我們生活的態度。如果只看歷史的黑暗，會摧毀我們行動起

來的意志。如果我們紀念那些數之不盡的善良和英勇的故事，我們就更有能耐好

好活下去，或許還能改變世事發展的方向。如果我們擇善而行，那怕只是走出一

小步，我們就不必苦苦等待那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將來是每一個當下的延續。好

好的活、無懼黑暗、活得正直，那已經是了不起的勝利。」 
 

我很感恩在這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曾遇見過無數為公義發聲善良之士，是

你們教導我曉得為受欺壓的貧困者爭取權益、當遇見在上掌權者不合理及不守信

用之舉敢於用和平理性表達意願、關懷社會上被受剝削的群眾等等。你們在社會

上黑暗的角落裏活出了慈悲憐憫和勇氣，為冷漠不公義的社會添上了一點點溫暖

人心的光芒。可是你們在付出了汗水和眼淚為公義發聲之後，卻換來不合理的對

待及回應確實令人難過 ! 你們好像先知耶利米一般在社會上面對動盪不安之時，

仍敢於向君王及猶大百姓傳講悔改的信息，又寫信鼓勵被擄到外邦的人好好生活

下去，又在耶路撒冷淪陷之時，選擇緊守崗位留下與剩餘的人民同行及共度時勢

的艱難。實在要向你們的善良生命致敬 !  
 

祈願你們經歷從神而來的恩待和釋放，祝君平安 !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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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復活節期第六主日（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98 篇 1、4 節 (舊約 861 頁) 眾立 

1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 
4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呼，要揚聲，歡唱，歌頌！ 

3. 讚美：稱揚真神到永遠 (普天頌讚 29 首) 眾立 

1 讚美歌聲似泉湧，地與天歡呼稱頌， 
詩章、頌詞敬獻奉，稱揚真神到永遠。 

2 讚美歌聲不休止，傳揚上主作奇事： 
慈愛、真理、行公義；稱揚真神到永遠。 

3 聖徒歡欣樂陶陶，見證主恩多美好， 
信心、和平、滿恩慈，稱揚真神到永遠。  (間奏) 

4 克制魔鬼壓洪流，源繫救主恩如錨： 
信心領受主工妙，稱揚真神到永遠。 

5 無論晝夜、在何處，敬畏、尊稱施恩主， 
 願我言行證主道，稱揚真神到永遠。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基督榮光 (普天頌讚 58 首) 眾坐 

1 復活基督光榮無限，在眾教會中顯現， 
 黃金之鏡緊束胸間，如雪衣衫光斑斕， 
 容貌如同烈火明艷，發放光輝如日中天，主基督，瞻祢榮光。 
2 主，祢榮耀腳蹤追尋，萬國選出眾子民； 
 澎湃呼召震動高天，傳出救恩聲響遍； 
 火燄雙目尋找、查探，祢按其名呼喚罪人， 
 耶穌，我瞻祢榮光。            (間奏) 
3 勝死基督永活長存，在眾教會中掌權， 
 流血捨命使人得生，同在更新─恩豐盛。 
 同列天班酬和頌揚，得勝之歌，讚頌嘹亮， 
 耶穌，今瞻祢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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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47 篇(舊約 805 頁) 

1 萬民哪，你們都要鼓掌！用歡呼的聲音向神呼喊！ 
2 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3 他使萬民服在我們以下，又使萬族服在我們腳下。 
4 他為我們選擇產業，就是他所愛之雅各的榮耀。 
5 神上升，有喊聲相送；耶和華上升，有角聲相送。 
6 你們要向神歌頌，歌頌！向我們的王歌頌，歌頌！ 
7 因為神是全地的王，你們要用聖詩歌頌！ 
8 神作王治理列國，神坐在他的聖寶座上。 
9 萬民的君王聚集，要作亞伯拉罕的神的子民， 
 因為地上的盾牌是屬神的，他為至高！ 

 

約翰福音 16 章 23-33 節 (新約 168 頁) 

23 到那日，你們甚麼也不會問我了。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 
 他會賜給你們。 
24 直到現在，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甚麼， 
 如今你們求就必得着，使你們的喜樂得以滿足。」 
25 「這些事，我是用比方對你們說的；時候將到， 
 我不再用比方對你們說，而是要把父的事明白地告訴你們。 
26 到那日，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 
 我並不對你們說，我要為你們向父祈求。 
27 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又信我是從神而來的。 
28 我從父而來，到了世界，又離開世界，到父那裏去。」 
29 門徒說：「你看，如今你是明說，不用比方了。 
30 現在我們曉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需要有人問你； 
 從此我們信你是從神而來的。」 
31 耶穌回答他們： 
 「現在你們信了嗎？ 
32 看哪，時候將到，其實已經到了，你們要分散， 
 各歸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獨自一人； 
 然而我不是獨自一人，因為有父與我同在。 
33 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要使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要有勇氣，我已經勝過世界。」 
 



 

 

4 

 

7. 詩班獻詩：主活着 (美樂頌 178 首) 眾坐 

1 我所事奉復活主，祂今在世活着。 
 我知道祂確活着，不管人怎麼說； 
 我見祂手施憐憫，我聞祂安慰聲， 
 每次當我需求祂，總必答應。    ** 
2 在我所處環境中，主愛常在我旁。 
 雖然有時心煩惱，但卻不會絕望， 
 我知救主引領我，衝破狂風怒潮， 
 不日我主必再來，大顯榮耀。    ** 
 
** 基督耶穌救主今天活着！祂與我談，祂伴我走， 
 生命窄路同過。基督耶穌賜人得救宏恩： 
 你問我怎知祂活着？因祂活在我心。 

8. 奉獻：請看上主─義僕君王 (普天頌讚 237 首) 眾坐 

1 無助嬰孩天上來，臨到世間，榮光掩藏， 

 非受服事，卻服事，獻上己身，眾得新生。  ** 

4 學效恩主甘服事，定意一生奉祂為王； 

 先顧念他人需要，作於小子，如服事神。   ** 
 
** 請看上主，義僕君王，召我眾跟從祂腳蹤， 

 身心一切樂意獻作活的祭，謙恭敬拜義僕君王。 

9. 信息經文：詩篇 67 篇 1-7 節 (舊約 823 頁) 眾坐 

1 願神憐憫我們，賜福給我們， 

使他的臉向我們發光， 

2 好讓全地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 

3 神啊，願萬民稱謝你！願萬民都稱謝你！ 

4 願萬族都快樂歡呼； 

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地上的萬族。 

5 神啊，願萬民稱謝你！願萬民都稱謝你！ 

6 地已經出了土產，神，我們的神，要賜福給我們。 

7 神要賜福給我們，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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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咫尺宣教 眾坐 

11. 回應：萬福源頭 (青年新歌 47 首) 眾立 

1 懇請來臨，萬福源頭，願我心高歌恩厚； 

恩典河流，不息長流，願最高讚頌歸祢。 

求導我懂天使歌詠旋律美妙的樂章； 

恩主厚愛，重似高山，定睛思想心稱讚。 

2 恩典無窮，現今立石，念祢親幫助、拖帶； 

 請主領我安抵天家，護佑、牽引多福蔭。 

 流離失所，飄泊己路，救主親身願尋我； 

 恩主救我，走出兇險，是祂寶血洗污穢。 

3 恩債難償，每天新恩，沒法可報主恩惠！ 

 懇以慈繩，每天相牽，繫我心，專一跟祢； 

 容易偏走己意私路，愛主偏偏易離棄； 

 將心獻上，願加印記，願作天國的子民。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At the Lamb's high feast we sing By Johann Pachel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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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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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陳朝發弟兄 陳卓欣姊妹 周家揚弟兄

司琴: 甄樂陶弟兄 甄樂陶弟兄

招待: 李燕怡姊妹 林文蓮姊妹 葉翠蓮姊妹 梁文耀弟兄

司事: 黃寶強弟兄 辛列卿姊妹 麥寶儀姊妹 袁麗娟姊妹

當值: 朱麗程姊妹 王月珊姊妹 鄧民亮弟兄 呂君達執事

影音: 劉樂琳姊妹 陳國榮弟兄 雷君昊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冼文儀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余泳恩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讀經: 高　越小朋友 黃樂恩姊妹

司事: 高正之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温柔: 李芷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譚慧冰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芷珊姊妹

林溢敏姊妹

劉詩愷姊妹

徐梓瑤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黃偉雄牧師

鄧顯昌弟兄

潘裕圖弟兄

陳永祐執事

連思樺姊妹 麥淑容姊妹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謝月芬姊妹 柯思敏姊妹

林志剛弟兄 葉德誠弟兄

雷偉勝執事 夏麗婷姊妹

*** 早 堂 *** *** 午 堂 ****** 合 堂 ***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節期第七主日（金）(5月29日) 復活節期第六主日（金）(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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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基督教宣道會油麗堂堂主任黃偉雄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約翰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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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9 日本堂回復上午 9:00 及 11:30 兩堂崇拜，設網上直播；
兒童崇拜及主日學也回復兩堂安排，但不設網課；青少年崇拜
於上午 11:30 在康樂室舉行。鼓勵會眾先作快速抗原檢測，才前
往堂會聚會。 

6) 歡迎丘嘉敏姊妹 (Judy) 於 5 月 21 日上任幹事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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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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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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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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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會友林殷宏弟兄父親(林恩忠先生)之喪禮定於 5 月 29 日(主日)

晚上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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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往鑽石山火葬場，求主安慰其家人。 

11) 會友潘燕玲姊妹父親(潘錫堯先生)之喪禮定於 5 月 31 日(二)晚

上 6-8 時在鑽石山殯儀館地下永德堂舉行，6 月 1 日(三)早上 8

時 50 分出殯。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