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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節後第一主日：我信、我想、我見 

 
  去年 11 底我們進入了新一年度的教會年。前半年被視為節慶的日子均環繞著主
耶穌基督的生平重大事跡，學者一般將這半年定為「光的週期」和「生命的週期」；
下半年則屬五旬節聖靈降臨節期，也稱為常年期或三一節期。 
 
  光的週期包括了將臨期、聖誕節和顯現節，是關乎這位世界的真光、神之子耶穌
基督的建降臨(參約 1:1-9)。顯現節就是剛過去的 1 月 6 日，我們現已進入顯現節期
中，直到記念主受苦--開始生命的週期—而終止。顯現節期包含了兩個重要的真理教
導： 
 
1. 把耶穌的誕降從猶太伯利恆傳至外邦(故有博士朝拜主) 
2. 把耶穌一生所作的向全人類彰顯—耶穌是誰？所以，於期間我們會重溫福音書中

所記載有關的耶穌的事情，就如：上主的愛子、上主的聖道、猶太人的王、婚宴
的新郎、醫治的主、赦罪之主、安息日之主、平靜風浪之主及再來之主。 

 
  東方智者因看見明星而找到嬰孩耶穌；今日信徒雖然對於主的生平事跡都甚為
熟悉，但這並不等如我們可以好像智者一樣能真實地「看見」並「找到」這位基督，
因為知道並不等同相信，永活的基督更不會因而就被看見！要看見必須先要有能通
過思考的「信」：信心+思索=看見 
 
  今天的信徒多缺少思索，這是「要看見」的一個重要的過程：我們必須留心生活
中的大小事情，並要多加思想，就如馬利亞對天使的話反覆思想一樣。不論是先知、
使徒和耶穌所行的神蹟，其實只有一個目的：是要讓人看見神的奇妙作為。約翰福音
中的神蹟 signs(符號)乃指向神自己或神的作為，就好像一個路牌指示正確的方向一
樣。 
 
  昔日的主平靜風浪：我曾經驗過被主平靜生活或心靈中的風浪嗎？醫治的主曾
否在我肉體及心靈中作過醫治或淨化呢？我是否正在認真地操練安息的功課，跟隨
昔日安息日之主的教導而行呢？…這位永活主是否在我的人生中經常被我看得見
呢？ 
 
  在今年的顯現節期中，讓我們彼此激勵，在我們所過的日子中，對主耶穌的真理
更多留心、思考、發現；這樣，我們就能像智者們一樣看見永恆主不單在你我的生活
中具體地顯現，更在教會和普世中被彰顯！ 
 
  今年聖樂部的目標是「進入心靈與真實的敬拜」，教會希望藉教導與操練，我們
能按父神的心意，就是照聖經的教導，活潑地盡心盡性去敬拜我們的父上帝，繼而能
夠逐漸眼光靈敏，更看清楚我們所跟隨與事奉的主耶穌！ 
 
  約翰又作見證說：…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
(約 1:32-34) 

麥呂曼珍師母 



 

 

二零一七年一月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主受洗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天與地歡呼 (普天頌讚 797 首) ............................ 眾  立 

天與地歡呼，當敬拜你創造主！向主呈讚歌，因祂是你源頭。 

向主唱新歌，應許同在前行導引，在主愛裏，無不改變更新。 

3. 宣召 ........................ 詩篇 45 篇 1-2, 6-7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我心裏湧出美辭，我為王朗誦我的詩章，我的舌頭是敏捷文士的手筆。 

應：你比世人更美，你嘴裏滿有恩惠；所以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 

啟：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度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 

應：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4. 讚美 ...............................主愛掌權！ (普天頌讚 160 首) ............................ 眾  立 

1) 主妙愛已彰顯！深廣奧妙莫名！祂信實永堅定！主愛掌權！ 

賜福多不勝數，主愛豐富完全，復活得勝死權！主愛掌權！ 

歡欣祈禱盼和平恩福，祂將滿足一切心渴慕， 

活出美善可愛，讚美天天湧流，敞開心靈祈求，主愛掌權！ 

2) 獨生子祂賜下，道來此成為人，萬世因祂沾恩！主愛掌權！ 

殊榮都歸於祂，大地諸天歌唱，讚美我主我王！主愛掌權！ 

所有門戶開啟歡迎主，聖民按主應許得地土。 

主景星導前行，仍然普照萬民，萬代無窮無盡，主愛掌權！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聖誕真義 (普天頌讚 176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42 章 1-7 節 .................................... 眾  坐 

馬太福音 3 章 13-17 節 

8. 獻詩 ..............................萬有尊崇耶穌 (普天頌讚 53 首) ........................... 詩  班 

9. 奉獻 ...............................基督受水禮 (普天頌讚 195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10 章 38-42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新年新選擇 ............................................. 眾  坐 

12. 回應 ...............................今要主自己 (生命聖詩 393 首) ............................ 眾  立 

1) 前所要是祝福，今所要是主；前所憑是感覺，今靠主言語； 

前所要是恩賜，今要賜恩主；前我尋求醫治，今要主自己。 ** 

4) 前是自己作工，今靠主工作；前我欲利用主，今讓主用我； 

前我尋求能力，今要全能主；前為自己勞碌，今為主而活。 ** 

5) 前我盼望屬主，今知主屬我；前我燈將熄滅，今照耀輝煌； 

前我等待死亡，今候主再來；我一切的盼望，安妥主幔內。 ** 

** 永遠高舉耶穌，讚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穌裏，惟祂是我一切。 



 

 

 

 
13. 公禱、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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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宣道會興華堂陸家偉先生蒞臨本堂證道！ 

3) 2016-2017 年度第二季青成年主日學已於上主日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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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別 題目 導師 課室 

基礎 承先啟後的僕人 (I) 鄧綺雯姑娘 104 

中級 智慧詩篇 孔啟源先生 101 

進階 宗教心理學與處世智慧 麥志成牧師 副堂 

初中主日學 奇妙的耶穌 劉皓然弟兄 103 

高中主日學 烈火先知 梁小儀姊妹 105 

4) 2017 年 1 月份家庭團契各組別的聚會日期及內容已張貼於接待處，請家

長預留時間出席，歡迎有興趣的肢體參加。 

5) 1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舉行健康講座「長者常見皮膚

問題及處理」，講員為衞生署註冊護士呂倩雯姑娘，費用全免，歡迎長者

參加。 

6) 執事會於 1 月 11 日(三)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時間出席，求主

賜智慧共商聖工。 

7) 14/1 下午 2:30-4:00 於禮堂舉行風琴彈奏講座「認識及學習如何選用音效」，

請有興趣的肢體依時出席參與學習。另 18/2、25/2 下午 2:30-4:00 舉行崇

拜主席培訓班，請現任事奉肢體和有心志裝備事奉的肢體預留時間參加

學習。 

8) 15/1 於崇拜後將進行 2017 年事奉人員招募，請弟兄姊妹先禱告尋求，順

服聖靈的帶領參與教會的服侍，共建神家。 

9) 歡迎周錦照弟兄(行政主任)於 1 月 4 日到職。 

10) 麥志成牧師於 1 月 6-8 日（週五至日）前往鶴山教會，請禱告記念。 

11) 公禱事項：求主幫助我們在世上作鹽作光、求主賜福我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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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How brightly shines the morning star 何等明亮晨星 .......... 眾  坐 

 

默禱、散會 



 

 

 
 

 

 
 

 

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二   星期六   主日 

以諾長者團契 2:00 pm       主日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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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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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長者查經班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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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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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陸家偉先生 陸家偉先生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主席: 鄧綺雯姑娘 鄧綺雯姑娘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讀經: 雷書昊弟兄 李英楠姊妹 雷書昊弟兄 彭秀群姊妹 雷書昊弟兄 陳慧玲姊妹 雷書昊弟兄 蔡小鳳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瑞萍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瑞萍姊妹 陳雅媛姊妹 劉己惠姊妹 陳雅媛姊妹 劉己惠姊妹

招待: 葉翠蓮姊妹 陳惠霞姊妹 張慧清姊妹 康　全弟兄 林義妹姊妹 趙惠蘭姊妹 梁淑敏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朱月萍姊妹 鄧愛賢姊妹 呂進雄弟兄 林小蓮姊妹 鄭穎儀姊妹 孫俏娟姊妹 方子仁弟兄 李麗梅姊妹

當值: 張漢榮執事 呂幹雄弟兄 惲保羅弟兄 朱麗麗姊妹 黃翠屏姊妹 朱麗程姊妹 林禮標執事 馬志國弟兄

影音: 梁志強弟兄 何淑怡姊妹 陳國榮弟兄 鄭穎心姊妹 曾偉珩弟兄 李育如姊妹 劉焯凡弟兄 鄭心怡姊妹

執事: 林殷宏執事 雷偉勝執事 陳永祐執事 李婉貞執事

司數: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插花: 楊明麗姊妹 冼文儀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區惠娟姊妹 梁振平弟兄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梁振平弟兄 區惠娟姊妹

温柔: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麥穎珊姊妹 施慧君姊妹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朱美儀姑娘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後第二主日（綠）(1月15日) 主受洗日（白／金）(1月8日) 

本月奉獻累積: $208,213  (包括發展及購堂: $28,300; 冷氣: $800)

每月奉獻目標: $48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208,213

本週獻花: 袁維天夫婦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