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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肯聆聽主所說的聲音呢? 

 
  Joshua Bell 一位美國頂級小提琴家 2007 年 1 月 12 日，《華盛頓郵報》邀請約
夏·貝爾選擇在華盛頓特區的地鐵朗方廣場站（Enfant Plaza）L 入口裝作街頭藝人連
續演奏 45 分鐘，在這個期間他表演了巴哈、舒伯特等難度極大的曲目，他所用的小
提琴亦是意大利斯特拉迪瓦裡家族在 1713 年製造的當今世界上最名貴的提琴之一，
價值高達 350 萬美元。表演的 45 分鐘裡，共有一千多個路人經過，只有 7 個路人駐
足觀賞，其中有一人發現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約夏·貝爾，而他亦只被 27 人共「施捨」
了 32 美元（不包括認出他的人給了他的 20 美元），而他在波士頓歌劇院的演出門票
每張高達 300 美元，亦是一票難求。從這位尊貴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甘願隱藏自己
高貴身分，進到忙亂、冷眼旁觀、忽視身邊人的都市人生活中的演藝行動，卻為我們
生活於忙碌的都市人帶來發人深省的信息。 
 
  有時我們與主的關係都像地鐵站出入口穿插於人群衝忙地趕路的人，難於停下
來想一想主今天要我聽祂甚麼說話。也有時我們像路過施捨的人，只將我們一天工作
過後最勞累身心的時間施捨給主親近片刻。也有時我們將一天最好及最精神時間與
神相交親近，願意在主面前留下來求問祂的心意及欣賞祂充滿生命力的話語。又或是
我們是那唯一認得主的人，然後帶著欣賞與期待的心情去到主面前，細心觀察及欣賞
祂對我們所說出的每一句聖言，並留意到祂在我們所作的每一件事上那把微少聲音
的提醒，然後樂意遵行! 
 
  因此我們在屬靈生命及讀經生活追求上，我們選擇要成為那類人是十分決定我
們的靈命成長及成聖追求的生命素質，如我們選擇以衝忙趕路人與神建立靈修生活，
我們都容易對神的話語和同在處於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甚或目中無神及無人。而一
個目中無神又無人的人，他的生命會是地鐵站出入口衝忙返工的人，對四周事物視若
無睹，忽視神的教導及冷待他人! 這種屬靈生命狀態是主不想見到的! 
 
  然而惟有我們成為那位唯一認得主及將我們一天最好及最精神的時間去親近
主，我們的屬靈生命就培養出 (路 10:38-42) 「38 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
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祂到自己家裏。 39 她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 在
耶穌腳前坐著聽祂的道。 40 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裏忙亂，就進前來，說：『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嗎？請吩咐她來幫助我。』 41 耶穌回答說：
『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 42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
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馬利亞以第一時間到主腳前坐著聽祂的道及選上
不能奪去的福分。 
 
  正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晨!」在這 2017 年歲首的開展，正是我
們忙著計劃新一年各項要完成的任務之際，我們有否在各項工作之先為愛我們的主
預留親近祂的空間呢? 我們有否一份如鹿渴慕的心去聆聽主道呢? 但願每位藍田堂
的弟兄姊妹在屬靈生命追求上能鍛練出目中有神，有一顆柔軟的心給主更新、潔淨我
靈、被主的愛陶造生命，能結出聖靈的果子。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七年二月五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後第五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清晨歡頌 (普天頌讚 792 首) .............................. 眾  立 

東方拂曉，上主奇工顯榮耀。願眾歡欣在今朝！ 

3. 宣召 ............................. 詩篇 112 篇 1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合：哈利路亞！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命令的，這人有福了！ 

4. 讚美 ............................何等奇妙的救主 (生命聖詩 64 首) ......................... 眾  立 

1) 基督贖罪救恩完成，何等奇妙的救主！ 

我罪得贖代價付清，何等奇妙的救主！ ** 

2) 我讚美祂洗罪寶血，何等奇妙的救主！ 

使我與神和好心悦，何等奇妙的救主！ ** 

3) 祂已洗淨我心罪愆，何等奇妙的救主！ 

今在我心執掌王權，何等奇妙的救主！ ** (間奏) 

4) 祂賜力量使我堅固，何等奇妙的救主！ 

使我克服試煉艱苦，何等奇妙的救主！ ** 

**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我耶穌，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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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讚美耶穌 (生命聖詩 85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112 篇 1-10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馬太福音 5 章 13-20 節 

8. 獻詩 ................................ 救世君王 (聖頌選集十 27 頁) ............................. 詩  班 

9. 奉獻 .......................... If the saviour stood beside me (早堂) ........................ 眾  坐 

耶穌，世人仰望的喜悦 (午堂) 

10. 信息經文 ............................ 傳道書 2 章 1-8, 12-17 節.................................. 眾  坐 

11. 信息 ........................................... 以喜樂來試試你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Dearest Jesus, we are here ................................ 眾  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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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於 2 月 26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禮堂播放余德淳博士與翁偉微導演合

作的新製作「打機王」親子電影，電影後有資深 EQ 訓練顧問陳冠浩先生

專題：「教反叛兒的方法」，詳情請留意海報。 

3) 差傳佈道部將於 3 月 5 日下午 2 時舉辦內地事工講座，講員為張連有先

生，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4) 麥志成牧師將於 2 月 10-12 日（週五至日）前往鶴山教會，請禱告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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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Pentagram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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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林禮標執事 林禮標執事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讀經: 雷書昊弟兄 林燕芬姊妹 雷書昊弟兄 黃佩貞姊妹 張宏睿弟兄 連卓鴻弟兄 張宏睿弟兄 呂潔儀執事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卓恩姊妹 葉海婷姊妹 陳卓恩姊妹 葉海婷姊妹

招待: 黎翠琼姊妹 楊美美姊妹 黃盛霞姊妹 周潔頤姊妹 何玉燕姊妹 陳醮英姊妹 陳拔萃弟兄 鄒小敏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張滿嬌姊妹 文玉玲姊妹 丘嘉敏姊妹 連卓欣弟兄 呂玉潔姊妹 何美蘭姊妹 黃曉媚姊妹

當值: 麥永佳姊妹 方艾洲弟兄 古海劍弟兄 莊偉棠弟兄 李德恩弟兄 陳惠霞姊妹 曾建恆弟兄 彭秀群姊妹

影音: 黃永賢弟兄 劉皓然弟兄 林殷宏執事 楊芷瑩姊妹 葉蔓菲姊妹 李芷珊姊妹 雷偉勝執事 林溢謙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雷偉勝執事 林殷宏執事 李婉貞執事

司數: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插花: 林義妹姊妹 林二妹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蔡　舒姊妹 蔡　舒姊妹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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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惠娟姊妹 梁振平弟兄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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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穎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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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麗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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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後第六主日（綠）(2月12日) 顯現後第五主日（綠）(2月5日) 聖餐

上月奉獻累積: $648,668  (包括發展及購堂: $67,600; 冷氣: $800)

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128,314

本週獻花: 呂潔儀姊妹、楊妙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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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