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 

 

地址：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cmaltc.org 

電話：  23469681、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主任： 麥志成牧師 

傳道：  尚佩冰牧師、孔啟源先生、陳志輝先生、朱美儀姑娘、陳麗樟姑娘、 

     麥呂曼珍師母（義務） 

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   加入通訊錄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學習靈修(二) 
 
上次與大家分享到靈修的定義及目的，對居住於香港的信徒來說，最切身想學習是如
何在都市緊密生活節奏中，去實踐靈修。除了少數的人1，我們都覺得每日的時間是
不夠用。 
 
在教會中，我們在不同的聚會及教導中，都知道靈修生活對信徒相當重要，但卻不多
人可以持續地有靈修。我會形容：明知有用，卻未能實踐。對成年人來說，靈修有如
作運動，身體不同的部份不斷的提醒自己，再躲懶不動，不同的毛病就會出現，若早
日養成這習慣，身心也明顯有改善，每天活得更健康。 
 
對青少年來說，靈修有如溫習，若要自己可以對學習到的知識，有更深的印象，甚至
可以在平日之中(非考試的短暫記憶)，常常可以記起當中的要點，就必需要常常及重
覆去作。 
 
但無論成人的運動或學生的溫習，也可以長期沒有放在生活的時間表之上，甚至有不
同的問題湧現，我們仍然忽略了實踐！同樣地，沒有靈修生活，也相同地出現在成人
及學生的信徒身上，或在不同的年齡層的信徒生活中，年復年也未能恆切的實踐。有
信徒卻因為遭遇到生活困苦，在這期間再次有穩定的每天親近神，每清早或夜深也作
靈修、讀經，並經歷到神每天的安慰、支持及拖帶，深深領受到在生活時間表中，親
近神是必不可少的。但當情況穩定，回復原來的營營役役、生活節奏緊迫的生活，每
天親近神的時間又在生活的時間表上消失！ 
 
啓示錄 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說真的，實踐靈修沒有「秘笈」，就如我之前所用的比方，有如作運動、溫習，這些
可以提出一些有效方法及建議，能達至事半功倍，但最終能否實踐，就取決於信徒的
決心，並深感每天親近神是必不可少，無論如何也抽空去作。我可以見證，決心實踐
的信徒，必經驗到「基督徒的信仰與信念，如何以真誠的態度在生活中呈現，其焦點
是靈修者如何活出信仰的核心信念，在每日生活中經營與神、與人、與世界的關係。」 
 
下次會分享到靈修的時間、地點及材料，一同思想實踐的方法。 
 

陳志輝先生 

                                                 
1
 有 DEC2 基因突變的人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相同的清理工作，他們的睡眠效率高於普通人，一

般每日 4 小時睡眠後就不能再入睡，也沒有「補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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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主日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點燃燭光 (普天頌讚 125 首) .............................. 眾  立 

會眾：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3. 宣召 ................. 將臨節燃點燭光 (普天頌讚 127 首) (第三主日) ............... 眾  立 

啟：我們燃點燭光，象徵基督—世界之光來臨。 
應：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主的道。 
啟：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應：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就是“上主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啟：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 
應：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 

4. 讚美 ................................. 歡迎基督 (普天頌讚 137 首) .............................. 眾  立 

   1) 古先知，曉未來，基督降，生猶太，祂更新舊世界， 
 背負萬民重擔，恩賜赦免、大愛。 
 樂韻奏四方，合唱聲鏗鏘！祂要來，祂要來，誰歡迎祂降臨？ 
   2) 進時空，取肉身—神永世救拯計，祂紆尊，降為人， 
 且為女子胎生，滿有神性真人。 
 樂韻奏四方，合唱聲鏗鏘！祂要來，祂要來，誰歡迎祂降臨？ 
姊妹：3) 馬利亞聞言驚，順服主，信心堅，腹中胎，靈感孕， 
 生出應許聖嬰，眷愛、保護、庇蔭。 
 樂韻奏四方，合唱聲鏗鏘！祂要來，祂要來，誰歡迎祂降臨？ 
   4) 旅程終，遙瞥見伯利恆星光閃，馬廐門半虛掩， 
 天來卻為人子，救主，拯民而臨！ 
 樂韻奏四方，合唱聲鏗鏘！耶穌來，耶穌來，我們竭誠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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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主愛掌權！ (普天頌讚 160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61 章 1-4, 8-11 節 ................................ 眾  坐 

帖撒羅尼迦前書 5 章 16-24 節 

8. 獻詩 ...........................神子已生伯利恆 (普天頌讚 153 首) ........................ 詩  班 

9. 奉獻 ............................復興主聖民 (普天頌讚詩 126a 首) ......................... 眾  坐 

10. 見證 ......................................... 何少鳳姊妹 (早堂) ....................................... 眾  坐 

張頴明姊妹 (午堂) 

11.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7 章 18-28 節 ................................... 眾  坐 

12. 信息 ....................................... 那將要來的是你嗎？ ..................................... 眾  坐 

13. 回應 ...............................期待主耶穌 (普天頌讚 135 首) ............................ 眾  立 

1) 歷世期待基督耶穌，懇求來臨施拯救，赦我罪孽，去我憂驚， 
賞賜屬天真自由。以色列的安慰、力量，全地民眾心所望， 
各邦、各國虔誠仰慕，飢渴心靈樂歡暢。 

2) 降生世間救贖萬民，嬰孩本為大君王；主來統治直到永遠， 
天國恩福今沛降。基督差遣永恆聖靈管理人心掌王權； 
高升信眾榮登寶座，藉主豐恩得成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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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李錦洪先生蒞臨本堂證道！ 

3) 12 月聖誕節活動和聚會如下-- 

12 月 23 日下午 2 至 4 時詩班和基督少年軍探訪兩間護老院 

12 月 24 日下午 2 至 4 時聖誕感恩見證及音樂呈獻分享會（因報名人數未

如理想，故取消。） 

12 月 25 日上午十時聯合聖誕崇拜及洗禮 

請肢體記念，並預留時間出席，同向為我們降生的基督獻上感恩。 

4) 教會即將成立由 9 人組成的「堂主任及牧師接班人跟進委員會」，委員會

成員分別是同工 3 人：麥牧師 、尚牧師、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執事 3

人：雷偉勝弟兄、李婉貞姊妹、陳可媚姊妹；及會友 3 人。有興趣參與這

委員會事工的會友可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向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報

名，由執事會邀請加入。 

5) 2018 年崇拜的年題為「同心合一崇敬永活神」。為配合年題，崇拜將有一

些整合：逢單月的第一主日，午堂將與青崇合一崇拜；逢雙月第三主日，

早、午堂將與兒崇合一崇拜。敬請肢體/家長留意。 

6) 2018 年開始，長者的以諾團契將更改聚會時間為逢週二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請肢體留意。 

7) 2017-2018 年度第二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8 年 1 月 14 日開始，上課時

間上午 10:30-11:15，課程如下，歡迎弟兄姊妹索取課程簡介及報讀。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基礎 舊約概論 陳麗樟姑娘 

中級 保羅書信(二) 麥志成牧師 

中級 普通書信(一) 孔啟源先生 

進深 
約翰福音中的七個神蹟(記號) 

(1月 21日開始) 
周家邦弟兄 

初中主日學 愛家書簡 李芷珊姊妹、林恩庭姊妹、劉皓然弟兄 

高中主日學 耶穌我救主(暫定) 梁小儀姊妹 

8) 本堂會友胡偉亭弟兄與夏麗婷姊妹於 12 月 23 日下午 1:30 在鑽石山鳳德

道 52 號鑽石山浸信會 1 樓大堂舉行婚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9) 本堂會友楊穎君姊妹和啟德平安福音堂鄧可瑩弟兄於 12 月 31 日下午 2:45

在本堂舉行婚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10) 麥牧師於 12 月 14 至 17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副堂主日學保羅書信（一）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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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神子賜給我們 (普天頌讚 159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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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李錦洪先生 李錦洪先生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主席: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張宏睿弟兄 區惠娟姊妹 張宏睿弟兄 徐俊榮弟兄 李芷珊姊妹 顧建德弟兄 李芷珊姊妹 周家揚弟兄

司琴: 林溢輝弟兄 葉海婷姊妹 林溢輝弟兄 葉海婷姊妹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招待: 張潔綾姊妹 何玉燕姊妹 康　全弟兄 黎美滿姊妹 林義妹姊妹 林瑞馨姊妹 黃嘉鳳姊妹 林碧蓮姊妹

司事: 連卓欣弟兄 呂玉潔姊妹 文玉玲姊妹 李靜賢姊妹 陳景安弟兄 張淑敏姊妹 李麗梅姊妹 盧麗銀姊妹

當值: 陳惠霞姊妹 高燕萍姊妹 古海劍弟兄 彭秀群姊妹 戴志遠弟兄 甄志賢弟兄 招楚筠姊妹 馬志國弟兄

影音: 陳朝發弟兄 李育如姊妹 郭　宏弟兄 柯綽瑤姊妹 魏成杰弟兄 周　溢弟兄 陳國榮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雷偉勝執事 林殷宏執事 林禮標執事

插花/司數: 潘燕玲姊妹 趙惠蘭姊妹 梁銘章弟兄 朱滔聰弟兄 楊彥君姊妹 鄒念龍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讀經: 盧穎君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陳　灝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司事: 葉栢揚小朋友 馬曉宇小朋友 梁諾希小朋友 馬曉詠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施慧君姊妹 吳綺薇姊妹 李偉倫弟兄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麥永佳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麥永佳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鍾偉貞姊妹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朱美儀姑娘

喜樂: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12月24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12月17日) 

本月累積奉獻: $326,000  (包括發展及購堂: $59,700) 上週奉獻總數: $110,623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黃盛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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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7年11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432,369         381,642    5,700        1,409       1,700        3,709       38,209          

現金支出 526,874         460,967    1,000        16,531     -                5,000       43,376          

現金流入/(流出) (94,505)         (79,325)     4,700        (15,122)    1,700        (1,291)      (5,167)           

固定資產 15,151,607    344,160    -                -               -                -               14,807,447   

銀行及現金結餘 1,766,438      222,781    471,085    831,940   47,200      (21,141)    214,573        

其他資產 90,154           32,554      -                -               57,600      -               -                    

按揭貸款 (3,084,218)    -                -                -               -                -               (3,084,218)    

其他負債 (160,880)       (160,880)   -                -               -                -               -                    
淨資產 13,763,101    438,615    471,085    831,940   104,800    (21,141)    11,93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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