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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Peace-Box 
 

早前與藍田堂的職青團契透過「油踐入心」這機構作安排，

於油麻地區參與社關的導賞，並學習派送物資予區內的受助

家庭。於 2 月 19 日崇拜程序表中生活靈修文章分享了「藍

雪櫃」的設立，如何成為這區的祝福，也讓有心人可以隨時

隨刻作出關愛的行動。 
 

今日再分享另一項社關活動，名為「Peace-Box」1，弟兄姊

妹可以在「Peace-Box」網頁更了解這祝福別人的事工。

「Peace-Box」設有 3 個渠道收集物資，再送到受助者，而藍

田堂職青團契選擇了這三種渠道以外的安排，就是參與單位

作「一條龍」安排，由捐贈物品、包裝與及親自送到受助者

家中，並進行探訪關懷，體驗到每一階段的重點。 
 

我們於 4 月 30 日的主日下午，在藍田堂出發，一行 9

人前往寶達邨，匯合邨內另一所教會的弟兄姊妹，再分

成 3 組，到這教會慣常關心的家庭，送上禮物及懷心。

當日 2 小時的探訪活動，合共到訪了 12 戶家庭，每組

都經驗到 4 個不同的故事，感受到他們不同的喜與悲。

由這所教會派出作帶路的弟兄姊妹，他們差不多全部都

超過 60 歲，讓我們體會到事奉的熱切，年紀較大的信徒也可以在探訪關懷事奉上作

帶領，各盡其才。 
 

隨了這愛心服事外，這所教會的信徒領袖，更分享到如何在疫情下開展這事工，與

及如何聯絡同區的教會，彼此協作，更有效善用資源，在同一禾場發

揮耶穌基督的愛，同步關心及傳福音。 
 

是次服事吸取其他教會的經驗，之後也嘗試聯啟田邨的「基督教家庭

服務中心」，並與中心的負責同工作溝通，初步已取得對方的同意，日

後可以在這中心舉行社關活動，開展本區更多關心及傳福音作見證機

會。另外更聯絡啟田邨的一所教會，負責同工表示日後可以一同配合，

於這中心作服事。求主繼續帶領，讓藍田堂可以在本區有更多的見證福音大能的服

事。 

陳志輝牧師  

 
1 PEACE BOX 祝福大行動源於馬鞍峰教會的一個祝福行動，在節日裡為貧困，病患和弱勢的社群送上一盒獨特，富有心意和充滿

愛心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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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復活第七主日（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彼得前書 4 章 12-14 節 (新約 373 頁) 眾立 

12 親愛的，有火一般的考驗臨到你們， 

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13 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 

14 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是有福的， 

  因為榮耀的靈，就是神的靈，在你們身上。 

3. 讚美：基督我主，我心盼望 (生命聖詩 61 首) 眾立 

1 基督我主，我心盼望，救贖唯一泉源； 

  創造萬物開天闢地，基督救主為王，基督救主為王。 

2 浩瀚宏恩無限憐恤，背負我們重擔； 

  被釘十架忍受極刑，釋放屬祂子民，釋放屬祂子民。 

3 死亡枷鎖已被掙斷，罪價主已清償； 

  於今高坐聖父寶座，穿上尊榮外袍，穿上尊榮外袍。 

4 願主大恩溢澤寰宇，寬恕我等罪人； 

  使我罪人到寶座前，得蒙恩主接納，得蒙恩主接納。 (間奏) 

5 基督是我今生喜樂，是我來生賞賜； 

  我心我靈唯一誇耀，就是我主榮耀，就是我主榮耀。 

6 頌讚全歸於天上主，一切榮耀讚揚， 

  全歸聖父聖子聖靈，直到永永遠遠，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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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主戴榮光 (生命聖詩 142 首) 眾坐 

1 從前曾戴羞辱荊冕，現今已戴榮光； 

大能大力得勝君王，頭上冠冕輝煌。 

2 天上完美至高地方，原屬我主我王，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天國永恆真光。 

3 天上萬靈喜樂高興，地上主民慶頌， 

上主慈愛向眾顯明，同尊上主聖名。 

4 十架救恩，十架羞辱，都從上主領受， 

 因信稱義，享受天福，美名存到永久。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68 篇 1-10 節 (舊約 824 頁) 

1 願神興起，使他的仇敵四散，使那恨他的人從他面前逃跑。 

2 你驅逐他們，如煙被吹散； 

 惡人見神的面就消滅，如蠟被火熔化。 

3 惟有義人必然歡喜，在神面前快樂，他們要在喜樂中歡欣。 

4 你們當向神唱詩，歌頌他的名；為那駕車經過曠野的修平道路。 

 他的名是耶和華，你們要在他面前歡樂！ 

5 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 

6 神使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 

 惟有悖逆的要住在乾旱之地。 

7 神啊，當你走在百姓前頭，在曠野行進， 

8 地見神的面就震動，天也降雨；西奈山見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動。 

9 神啊，你降下大雨；你的產業以色列疲乏的時候，你使他堅固。 

10 你的會眾住在境內；神啊，你在恩惠中為困苦人預備所需的。 

 

彼得前書 4 章 12-19、5 章 8-11 節 (新約 373 頁) 

4:12 親愛的，有火一般的考驗臨到你們，不要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13 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 

 14 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是有福的，因為榮耀的靈， 

 就是神的靈，在你們身上。 

 15 你們中間， 

 不可有人因為殺人、偷竊、作惡、好管閒事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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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若有人因是基督徒而受苦，不要引以為恥， 

 倒要因這名而歸榮耀給神。 

 17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開始； 

 若是先從我們開始，那麼， 

 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局呢？ 

 18 「若是義人還僅僅得救， 

 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將有何地可站呢？」 

 19 所以，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 

 將自己的靈魂交給那信實的造物主。 

5:8 務要謹慎，要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如同咆哮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可吞吃的人。 

 9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正在經歷這樣的苦難。 

 10 那賜一切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了你們， 

 得享他永遠的榮耀，在你們暫受苦難之後，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建立你們。 

 11 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7. 詩班獻詩：我今遙望上帝羔羊 (頌主聖詩 175 首) 眾坐 

1 我今遙望上帝羔羊站立錫安聖山， 

 祂曾行過十架道路，何等痛苦艱難； 

 世人羞恥、罪惡、死亡，都由羔羊承當， 

 如此重擔不易負起，痛苦誰能想像！ 

2 天父尊前至聖羔羊甘願將身獻上， 

 各各他山十架受難，捨己將人釋放， 

 手腳被釘，水血交流，解我罪惡捆綁， 

 主出墳墓好比醒獅，完全勝過死亡。 

3 萬千群眾環立寶座，都穿潔白衣裳， 

 眾目注視上帝羔羊，皆如太陽放光； 

 奇妙福音，羔羊為奴，天使不停歌唱， 

 羔羊為奴，奇妙福音，其聲傳遍四方。 

4 群聖同頌羔羊面前，有十四萬四千； 

 額上都刻父名印記，金琴且在手邊， 

 天上聲音好似眾水，歡樂聲震雲天， 

 讚美聖父賜我樂園，歌聲直到永遠。 

8. 奉獻：數算主恩 (生命聖詩 445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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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見證：盧子傑弟兄-午堂 

10. 信息經文：使徒行傳 9 章 1-19 節 (新約 192 頁) 眾坐 

1 掃羅不斷用威嚇兇悍的口氣向主的門徒說話。他去見大祭司， 

2 要求發信給大馬士革的各會堂，若是找著信奉這道的人， 

 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 

3 掃羅在途中，將到大馬士革的時候，忽然有一道光從天上下來，
 四面照射著他， 

4 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 

 「掃羅！掃羅！你為甚麼迫害我？」 

5 他說：「主啊！你是誰？」主說：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 

6 起來！進城去，你應該做的事，必有人告訴你。」 

7 同行的人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因為他們聽見聲音， 

 卻看不見人。 

8 掃羅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甚麼。 

 有人拉他的手，領他進了大馬士革。 

9 他三天甚麼都看不見，也不吃也不喝。 

10 那時，在大馬士革有一個門徒，名叫亞拿尼亞。 

 主在異象中對他說：「亞拿尼亞！」他說：「主啊，我在這裏。」 

11 主對他說： 

 「起來！往那叫直街的路去，在猶大的家裏， 

 去找一個大數人，名叫掃羅；他正在禱告， 

12 在異象中看見了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進來為他按手， 

 讓他能再看得見。」 

13 亞拿尼亞回答： 

 「主啊，我聽見許多人講到這個人， 

 說他怎樣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待你的聖徒， 

14 並且他在這裏有從祭司長得來的權柄， 

 要捆綁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15 主對他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
 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 

16 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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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說： 

 「掃羅弟兄，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 

 打發我來，叫你能再看得見，又被聖靈充滿。」 

18 掃羅的眼睛上立刻好像有鱗一般的東西掉下來， 

 他就能再看得見，於是他起來，受了洗， 

19 吃過飯體力就恢復了。 

11. 信息：大馬士革的路上 眾坐 

12. 回應：天上陽光 (青年新歌 49 首) 眾立 

1 全段客旅充滿著陽光；遍幽谷深處，跨山過崗； 

 良牧說：「我必不遺忘你。」救主所應許永不摒棄。  ** 

2 浮幻片片，幽影縱萬千，卻不可掩蓋，恩主引牽； 

 除盡晦暗，因祂乃榮光，靠緊祂共行，走這一趟。  **(間奏) 

3 昂步向往，天家裡寧居，永欣喜歡暢，曦光暖煦； 

 無盡讚美，不休歇吟歌，愛的光普照，我今走過。  ** 
 
** 似瞥見天國，日照般燦爛；真光湧心內，輝映無限； 

 哈利路亞，今高唱樂歌，獻心中稱讚，救主歸我。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Service Postlude in D minor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傳意及出版事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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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葉英傑傳道 葉英傑傳道

主席: 陳永祐弟兄 陳永祐弟兄 林湛基弟兄 林湛基弟兄

讀經: 李芷珊姊妹 區惠娟姊妹 李芷珊姊妹 鄧民亮弟兄 方早晞姊妹 連卓鴻弟兄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黃嘉康弟兄 古惠月姊妹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梁文耀弟兄 葉翠蓮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呂玉潔姊妹 譚建偉弟兄 劉惠雯姊妹 廖文華弟兄 張滿嬌姊妹 呂進雄弟兄 吳友蓮姊妹

當值: 王月珊姊妹 張漢榮弟兄 陳惠霞姊妹 余文耀弟兄 鍾志堯弟兄 張錦雲姊妹 彭秀群姊妹 余穎欣姊妹

影音: 陳志立弟兄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嚴嘉聲弟兄 陳志立弟兄 王逸文姊妹 蔡加德弟兄 嚴嘉聲弟兄

執事: 余文耀弟兄 陳貽添弟兄 呂君達弟兄 黃佩貞執事

插花/司數: 錢惠如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冼文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李婉貞執事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司琴: -　- -　- 羅藹誼傳道 羅藹誼傳道

讀經: -　- -　- 韋樂恩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司事: -　- -　- 鍾溢恩小朋友 詹曉攸小朋友

信實: 黃麗堅姊妹 司徒蘊盈姊妹 黃麗堅姊妹 司徒蘊盈姊妹

温柔: 林溢敏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利珍寶姊妹

仁愛: 何執娣傳道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何執娣傳道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聖靈降臨節（紅）(5月28日) 復活期第七主日（金）(5月21日) 

主日職事人員表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上週奉獻總數: $90,268 本月累積奉獻: $285,828  (包括發展及購堂: $6,400)

本週獻花: 陳泳麟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369 主知名 700 *1370 主知名 200 *1371 主知名 300 *1372 主知名 400 *1373 主知名 800
*1374 主知名 1200 *1376 主知名 2000 F643 主知名 300 N655 主知名 3000 P935 主知名 300
P936 主知名 3800 P937 主知名 2600 P993 主知名 7000 R138 主知名 3000 R191 主知名 4000
U202 主知名 1000 U334 主知名 3000 U387 主知名 100 U440 主知名 200 V456 主知名 10000
V494 主知名 2000 V637 主知名 3000 V963 主知名 250 V964 主知名 2000 V996 主知名 100
W032 主知名 500 W117 主知名 2500 W287 主知名 2000 W512 主知名 1000 X412 主知名 1400

慈惠 : R134 主知名 50 V971 主知名 2400

感恩 : M537 主知名 1000 M831 主知名 2000 M833 主知名 500 M835 主知名 10500 R134 主知名 100
U334 主知名 1000 U387 主知名 100 V523 主知名 100 V823 主知名 500 V963 主知名 250
V979 主知名 500 W117 主知名 100

發展 : *1370 主知名 200 R134 主知名 200 U407 主知名 1500
差傳 : *1375 主知名 4000 W117 主知名 100
教育 : R134 主知名 200 V554 主知名 300
鮮花 : R135 主知名 100 U327 主知名 5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Apr-23 全年累積 2023年2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2,817,045      441,134         418,614        15,020     100           1,500       5,900           
現金支出 1,904,808      519,680         503,960        1,000       -               5,000       9,720           

現金流入/(流出) 912,236        (78,546)         (85,346)         14,020     100           (3,500)      (3,820)         

固定資產 12,162,744    12,162,744    136,241        -              -               -              12,026,502  

銀行及現金結餘 6,762,917      6,762,917      5,162,389      875,551   1,180,591  56,084     (511,697)      

其他資產 22,768          22,768           22,768          -              -               -              -                  
按揭貸款 -                   -                   -                   -              -               -              -                  

其他負債 (682,136)       (682,136)       (669,636)       (11,200)    -               -              (1,300)         
淨資產 18,266,293    18,266,293    4,651,762      864,351   1,180,591  56,084     11,51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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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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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8biCseKqVrRYU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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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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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品格農莊 Summer Fun」將於 7 月

18 至 21 日舉行，時間：上午 9:00-12:30，地點：宣道會藍田

堂，特別留意 21/7 會安排於戶外進行（詳情請留意宣傳海報），

名額為 40 人（額滿即止）。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參加（2023 

年 9 月升讀年級），已接受報名，如有興趣參加之兒童請填

妥報名表格及連同費用，於早堂崇拜後交回 102 室行政主任

楊婉芳姊妹。截止報名日期 : 6 月 18 日。 

5) 5 月 26 日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6) 5 月 28 日下午 2 時有本年第一次洗禮，歡迎弟兄姊妹出席共

證主恩。 

7) 6 月 4 日於早堂後(10:30-11:15)舉行分享會，讓會眾更了解 7

月 1 日新堂會開始運作前的預備工作，同場開始派發及收集

「過度成為新公司會員信」。如弟兄姊妹有提問，歡迎於聚會

前透過 whatsapp(61812800)或與陳志輝牧師/楊婉芳姊妹聯

絡，以便我們在分享會上回應。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

當日的主日學暫停一次。 

8)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https://bit.ly/3Ni8qh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