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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香港人口老化是不爭的事實，照政府統計處今年九月二十五日公佈，二零一四
年按人口比例，六十五歲及以上的長者佔 15%，那時的人口是 724 萬，即約有 110
萬人，這已是相當顯眼的數字；藍田堂本年度派發給六十歲及以上會友「利是錢」
亦已過百人，二零二四年將佔 23%，到二零三四年將升至 30%，想像每天早上大部
份小孩上了學、青成年上班，那剩下來的將會到處都是長者（參統計處網上新聞稿
http://www.censtatd.gov.hk/press_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pressRID=3799&charse
tID=2）。 
 
  人口老化帶來的當然是社會「調適的挑戰」（筆者認為不應稱之為問題，下面會
詳述），似乎政府全著眼於金錢上，而且背後還認為長者只會「花錢」，對社會再沒
有什麼貢獻，所以就斤斤計較將會花費在他們身上的社會資源，特別是在居住、醫
療、和退休保障上，更不惜營造一個大禍臨頭的氣氛，雖然找來大學教授研究退休
保障，最後竟然以帶來大幅加稅為理由，全面推反研究的建議，而且把退休保障貶
為另一個版本的「綜援」計劃，完全改變了最初研究的原意，令素來是謙謙君子的
教授（筆者也曾受教於他），都要大動肝火，覺得政府根本沒有誠意，而且不尊重研
究報告。 
 
  筆者修讀「老人學」時，老師再三強調人口老化不應是問題，只有社會沒有好
好的調適才是問題，即是調節社會資源，讓長者能夠安享晚年，當然這是個不容易
的挑戰，所以就要眾位精英高官來制定政策，什麼應該花錢，什麼不應該花錢然後
嚴重超支，因為這是他們的責任（不能推說小市民只曉得要求、投訴，沒有建設性
建議），然而，借教授的說話要有新的思維，而不是死抱過時的觀念，例如長者只會
「花錢」，消耗社會資源，長者除了為社會貢獻了大半生之外，誰說他們退休後就再
「沒有用」了，很諷刺的為政府做研究的教授也接近七十歲！ 
 
  香港人平均壽命上升，男女均超過八十歲，雖然有不少長期病患者，政府若能
大力推行健康教育，改善生活環境，包括安撫心靈，那麼我們就會有一群，像教授
一樣繼續貢獻社會的能力，因為將來的長者就算不都是教授，也會有不少專業人士、
知識分子，所以最新的老人學理論是如何「應用」這股新力量，而不再是為長者提
供電腦操作訓練、與傭工溝通英語班、或許是識字班，在美國甚至有長者組成的政
治群體，因為人數眾多，政客都不敢輕視他們對政制的看法。 
 
  教會當然不應以功利來對待會眾，特別是對新一代年長的弟兄姊妹，首先其實
要檢討牧養方向，現今的模式—聯誼式團契、認字形式的讀經班、和內容單一的祈
禱會，這些事工今天是重要的，將來就要調整了，事實上將來的長者就是教會的力
量，是扶植、指導、和支持後輩的力量，因為「強壯乃少年人的榮耀；白髮為老年
人的尊榮。」（箴 20：29）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七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後第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36 篇 5，10 節 ......................................  

啟：耶和華啊，你的慈愛上及諸天，你的信實達到穹蒼。 

1 合：願你常施慈愛給認識你的人，常以公義待心裏正直的人。 

眾    立 

 

3. 讚美  .............................. 古人喜樂 (普天頌讚 第 185 首) ............................  

1) 博士、古人心喜樂，仰望景星作引導，欣然歡迎它光彩， 

 燦爛輝煌前路照；恩慈上主，懇顧念，使我仰瞻主榮耀。 

2) 他們歡然走遠路，步向卑微馬槽牀，屈膝虔誠恭俯首， 

 人天尊崇大君王；我願快跑跟隨祢，尋覓救主顯恩光。 

3) 他們走進破馬槽，珍貴禮物獻主前，願效他們滿喜樂， 

 自由、潔淨、遠罪愆；傾盡一切珍貴物，呈奉耶穌君王前。 

4) 懇求基督領我眾行走天程窄路徑，待到世事成過去， 

 蒙救靈魂近主身；不需景星光照耀，因主榮輝永長明。 

5) 他日光明天國中，不需星月太陽光，主是光華真喜樂， 

 主是永日永輝煌；那日我眾歌不息，阿利路亞頌君王。 

眾    立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 晨星輝煌 (普天頌讚 第 187 首) ............................  

2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62 章 1-5 節 ....................................  

哥林多前書 12 章 4-11 節；約翰福音 2 章 1-11 節 

眾    坐 

7. 獻詩 .............................. 迎主親臨 (普天頌讚 第 186 首) .............................  眾    坐 

8. 奉獻 .......................... 榮耀基督顯明 (普天頌讚 第 183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士師記 7 章 24 節至 8 章 4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誰作主 .................................................  眾    坐 

11. 回應  .............................. 君王再臨 (普天頌讚 第 607 首) ............................  

1) 榮耀君王定再來，宣告光輝統治，至高權能彰萬代：生命、醫治、欣喜； 

 地土不敗壞、荒蕪，希望不再落空，此日上主施救贖－萬民心中美夢。 

2) 沙漠喜見樹扎根，造物煥然一新；果實纍纍花芬芳，高呼慶賀主臨。 

 曠野湧出活水泉，旱地滋潤更生，峻嶺幽谷添新裝，歡迎美麗早晨。 

3) 手足無力得穩固，軟弱變為剛強；神來尋找救罪苦，消除心中驚慌。 

 啞吧歌唱、聾子聽，喜樂驅走悲愁，瞎子開眼喜不勝，跛子雀躍奔走。 

4) 至聖大道顯世間，獅子不見蹤影；污穢、邪情、悖逆心不得通往錫安。 

 得贖子民必歸回，歌唱到主門牆，覲見榮耀君王威，主前快樂同享！ 

眾    立 

 



 

 

12. 家事及代禱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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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6 年度第二季青成年主日學於今天開始，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索取課 

  程簡介或參考電視機海報了解內容，歡迎報讀。 

 

 

 

 

 

 

 

3.  本堂會友黃潔儀姊妹與伍浩基弟兄於 1 月 24 日(下主日)下午 2:45 在九龍黃大仙

  親仁街八號錫安樓港澳信義會信恩堂舉行婚禮，當天下午 2:10 於茜發道開出兩

  部旅遊巴接載弟兄姊妹前往觀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4.  家庭團契於 2 月 10 日（年初三）大欖水塘郊遊和自助燒烤，歡迎弟兄姊妹參與，

  現開始報名，1 月 24 日截止。 

5.  3 月 12 日(六)晚上舉行堂慶佈道會，以電影「下一站‧再愛你」作主題，是次

  佈道會與影音使團合辦，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未信主家人及親友出席。 

6.  麥牧師逢週二晚上 7:30 舉行祈禱查經班，鼓勵弟兄姊妹參加。 

7.  本堂會友余山弟兄的安息禮定於 1 月 18 日早上 11:00 在靈實醫院靈養院小禮堂舉

  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8.  本堂會友黃合姊妹的安息禮定於 1 月 27 日晚上 8:00 在世界殯儀舘三樓明愛堂舉

  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4. 殿樂.................To Thee, Jehovah will I sing (我要向耶和華歌唱)................ 

 

眾    坐 

 

默禱、散會 

 

 

 

 

 

課目編號 課目名稱 導師 課室 

101 福音研經八課 郭小姬姊妹 104 室 

106 舊約概論 孔啟源先生 102 室 

201 基督生平，顛覆人生 陳志輝先生 103 室 

301-08 哥林多後書 張大有弟兄 101 室 

中學級主日學 我是特別的人 梁小儀姊妹 康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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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陳一華牧師 陳一華牧師

主席: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麥穎珊執事 麥穎珊執事

讀經: 余冠希姊妹 楊明麗姊妹 余冠希姊妹 楊明麗姊妹 余愷迪姊妹 李燕怡姊妹 余愷迪姊妹 朱麗麗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姊妹 潘裕文姊妹 楊穎君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黎翠琼姊妹 黃瑞玲姊妹 周寶頤姊妹 張慧清姊妹 趙惠蘭姊妹 陳可媚姊妹 梁淑敏姊妹 方子仁弟兄

司事: 李翠碧姊妹 鄭穎儀姊妹 謝月芬姊妹 林小蓮姊妹 連卓欣弟兄 鄧愛賢姊妹 呂進雄弟兄 莫綺湘姊妹

當值: 莊偉棠弟兄 陳惠霞姊妹 招楚筠姊妹 惲保羅弟兄 高燕萍姊妹 陳治強弟兄 李德恩弟兄 林禮標執事

影音: 蔡加德弟兄 周鈺貽姊妹 吳兆隆弟兄 雷書昊弟兄 郭浩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李建業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陳貽添執事 李婉貞執事 余文耀執事 鄧民亮執事

司數: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插花: 冼文儀姊妹 葉玉娥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麥穎珊執事 徐保仙姊妹 李寶玲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李尉詩姊妹 蔡　舒姊妹 方早晞姊妹 毛家寧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區惠娟姊妹 蕭燕儀姑娘 區惠娟姊妹 蕭燕儀姑娘

溫柔: 呂潔玲姊妹 劉皓然弟兄 林美碧姊妹 施慧君姊妹 呂潔玲姊妹 劉皓然弟兄 林美碧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方麗玲姊妹 黃鑾鳳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方麗玲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楊慧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王躍鑫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吳家葭姊妹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吳家葭姊妹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崇拜職事人員表
下主日(1月 24日) 顯現後第二主日（綠） (1月 17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奉 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費 : 主知名E249 3500 主知名E380 500 主知名E775 3000 主知名G382 6500 主知名G954 1000

主知名H002 3000 主知名H513 100 主知名H523 4500 主知名H584 5800 主知名H661 5000

主知名H826 6500 主知名H844 2100 主知名H848 3000 主知名H853 10000 主知名H873 500

主知名H874 3000 主知名H996 500 古海劍夫婦 2000 余文耀夫婦 4000 呂進雄弟兄 3000

林雲坤弟兄 1000 唐浩棋弟兄 200 梁麗珠姊妹 2500 陳秀英姊妹 300 陳惠玲姊妹 4000

陳醮英姊妹 350 陸雁玲姊妹 1000 甄志賢弟兄 1000 潘錦華姊妹 8000 鍾惠香姊妹 800

譚慧冰葉卓林 200

感恩 : 主知名G263 10000 主知名G334 3800 主知名G891 500 主知名G954 1000 主知名H826 2000

主知名H858 500 黃美河姊妹 200

發展 : 主知名G954 3000 主知名H874 4000 古海劍夫婦 2000

差傳 : 主知名H768 1450 提摩太團 161

神學生 : 主知名G954 1000 主知名H768 6000

神學 : 主知名H768 4000

鮮花 : 黃翠屏姊妹 250

本月奉獻累積: $313,381  (包括發展及購堂: $37,100)

每月奉獻目標: $46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136,820

本週獻花: 蔡加德夫婦、黃翠屏姊妹

************************************************  奉獻芳名  ************************************************

 
 

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一   星期六   主日 

        主日崇拜(早堂) 09:00 am-10:15 am  

星期二   福蔭團契 2:00 pm-4:00 pm (逢第二週)   主日崇拜(午堂) 11:30 am-12:45 pm  

以諾長者團契 2:30 pm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祈禱查經班 
7:30 pm-9:00 pm 

(逢星期二晚上) 
  
  

  兒童主日學(午堂) 11:30 am-12:45 pm  
成人詩班 5:00 pm 

星期四   大衛團 8:00 pm   中學級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馬利亞婦女團 9:30 am   約珥團  8:00 pm   成人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星期五   約書亞團(青年) 8:00 pm   兒童詩班 10:30 am-11:15 am  

以斯帖婦女團 7:15 pm (逢第二及第四週)   提摩太團(青成年) 8:00 pm   以利沙團(中學生) 12:00 pm-1:00 pm  

尼希米團 7:30 pm 
  雅 各 團(青成年) 8:00 pm   家庭團契 

2:00 pm-4:00 pm 

(約一季一次) 男士組 8:00 pm (逢第一及第三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