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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期靈性反思：要起來，發光！ 

 
  將臨期以燃點燭光表述了我們等待著這位世界真光—基督耶穌—的降臨，我們
在聖誕節歡慶永恆神降臨，與人同住。今天進入顯現期，提示我們基督真光已在我們
生命裡面彰顯，三一神更要透過我們的生活被彰顯出祂的光芒。 
 
  整個「光的週期」從世人的等待，到神親自向人顯示自己，並將真光賜予世人；
更藉聖靈的內住，使我們的屬靈生命持續被光照亮、甦醒，繼而能從罪惡黑暗的世界
中顯彰永恆主榮耀的光輝。 
 
  這「生命方程式」不能一躍而蹴，須要我們一生尋覓與不斷發現來完成的：一個
被光吸引的人，踏上尋找真光之途 (正確而言是主耶穌主動被他尋到)；一路上他如
何與光聯合之同時，在整個尋覓之旅中，他亦透過持續的服侍與犧牲去展現內在生命
中的真光… 
 
  「起來，發光哦！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永恆主的榮耀已經升現照耀著你。因為
你看，黑暗遮蓋著大地呢，幽暗籠罩著萬國之民呢；但永恆主卻要升現照耀著你，他
的榮耀必顯現來照著你。萬國必來就你的光，列王必來就你升現之光輝。」(賽 60：
1-3 呂振中譯本) (請再用心去讀這段經文一次，當中的「你」字要加強力度。) 文中
的「你的光」我們會聯想到耶穌基督，這位世界真光已成為世人/你我的救贖主了！
若然復活主的生命也在我們的生命中，那麼，文中的「你」不也可以就是我們麼，因
為我們正是耶穌基督活現的見證人！ 
 
  永恆主藉以賽亞先知作出這應許預言已經應驗了，雖然我們知道受造物本身不
能發光，更何況是一群雖蒙恩得救，但卻仍在罪惡世界中存活的人呢？可是，當我們
的生命一旦與基督的生命聯合，我們就能夠成長出發光的生命。好像月亮本身不能發
光，但在太陽光的反射下，它便能夠在黑暗中照射出美麗的光芒一樣。 
 
  主耶穌教導我們說：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
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6 ) 希伯來書的作者也提醒我們：又要彼此相顧，
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希 10：24) 
 
  神命令我們說：「要起來，發光！」 
 

麥呂曼珍師母 



 

 

二零一八年一月七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一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此地何其神聖 (普天頌讚 786 首) .......................... 眾  立 

詩班：此地何其神聖！開恩邀我前來，壯膽無懼覲恩主， 

   歡慶敬拜誠虔，篤信主已臨格，榮耀皇座設高處。 

會眾：此地何其神聖！開恩邀我前來，壯膽無懼覲恩主， 

   歡慶敬拜誠虔，篤信主已臨格，榮耀皇座設高處。 

3. 宣召 ...................... 創世記 1 章 1 節、詩篇 29 篇 1, 10-11 節 .................... 眾  立 

啟：起初，神創造天地。 

應：神的子民哪，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都歸給耶和華！ 

啟：耶和華坐在洪水之上為王；耶和華坐着為王，直到永遠。 

應：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 

4. 讚美 ...........................真神聖道顯肉身 (普天頌讚 192 首) ........................ 眾  立 

1) 感恩讚美歌嘹亮，頌主耶穌聲高揚，景星燦爛天邊現，遠方聖哲亦瞭然， 

興起大衞公義苗，小伯利恆誕主道，讚美詩歌敬奉呈—真神聖道顯肉身！ 

2) 約但河邊受水禮—君尊、祭司、主先知；至高貴賓迦拿宴—萬有主宰坐席筵， 

神聖權能主顯彰，以水變酒共分享，讚美詩歌敬奉呈—真神聖道顯肉身！ 

3) 求主賜賞祢恩典—信心瞻見祢聖面，在主教會仍顯現：尋者得生—應許言， 

將來上主榮耀顯，認主愛火光輝現，讚美詩歌敬奉呈—真神聖道顯肉身！ 

(間奏) 

4) 施恩使眾識主面—真理聖道鏡在前，願眾效法遵聖範，生活無懼路愈難， 

靜待那天主顯現，眾亦肖主，山之巔：真神聖道顯肉身！真神聖道顯肉身！ 

5. 頌禱 ....................... 顯現節禱文 (普天頌讚 180 首) (禱文二) ..................... 眾  立 

6. 歌頌 ................................. 永恆神光 (普天頌讚 191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馬可福音 1 章 4-11 節 .................................... 眾  坐 

使徒行傳 19 章 1-7 節 

8. 獻詩 ......................................... Look at the World ....................................... 詩  班 

9. 奉獻 ......................................... Brightest and Best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猶大書 20-23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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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ck Yourself, My Soul, With Gladness 披上喜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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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4 日(六) 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題目：「誰是你的護心天使?」，講員：余

德淳博士，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領未信主的家人朋友赴會。是日所有團契參加佈

道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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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小儀姊妹 

4) 教會於今年（1 月 1 日）開始推行「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以每日一章進度

方式進行，並會提供每章簡單經文闡釋，弟兄姊妹只要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

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首先閱讀的書卷是馬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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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肢體及家長留意。 

6) 2018 年開始，長者以諾團契更改聚會時間為逢週二上午 10:00 至 11:30，並於每

月的第二及第四週有查經，由劉麗梅姑娘帶領。另團契於 1 月 16 日邀請衛生署

姑娘主領健康講座，題目為「膽固醇睇真 D」。歡迎對題目有興趣的肢體參加。 

7) 家庭團契的蘆葦組(子女就讀小學級)訂立 2018 年目標為「建立合神心意的價值

觀」，聚會於每月第二個主日下午 2:00 舉行；附設小學生團契，由朱美儀姑娘帶

領。歡迎有興趣的家庭參加。 

8) 會友施挺弟兄與張美英姊妹於 1 月 2 日誕下兒子，母子平安，感謝主！ 

9) 會友張梁春友姊妹喪禮定於 1 月 17 日晚上 8:00 在九龍殯儀館三樓光耀堂舉行，

求主安慰其家人。 

10) 會友唐梁桃芬姊妹喪禮定於 1 月 25 日早上 10:00 在將軍澳醫院小禮堂舉行，求

主安慰其家人。 

11) 歡迎建道神學院學生許嘉玲姑娘於 2018 年到職實習。 

12) 麥志成牧師於 1 月 11 日至 14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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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In sweet rejoicing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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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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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麥淑容姊妹 陳卓欣姊妹 彭秀群姊妹 周　溢弟兄 陳朝發弟兄 周　溢弟兄 黃佩貞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陳卓恩姊妹 周　悠姊妹 陳卓恩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楊美美姊妹 梁銘章弟兄 張元娜姊妹 張慧清姊妹 趙惠蘭姊妹 林笑寶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李德恩弟兄 李笑歡姊妹 黃菁菁姊妹 莫綺湘姊妹 朱月萍姊妹 李育如姊妹 譚慧冰姊妹 雷瑞玉姊妹

當值: 曾偉珩弟兄 張漢榮弟兄 劉柏堅弟兄 林禮標弟兄 温麗儀姊妹 余文耀弟兄 劉嘉敏姊妹 鄧民亮弟兄

影音: 陳朝發弟兄 周　溢弟兄 徐俊榮弟兄 鄭美珍姊妹 陳永祐弟兄 李雪葵姊妹 林殷宏執事 鄭心怡姊妹

執事: 王偉樂執事 呂潔儀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冼文儀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讀經: 劉卓曈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盧穎君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司事: 馬曉詠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周旨亮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陳可媚執事 劉小麗姊妹 李寶玲姊妹 陳可媚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楊曉欣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黃麗堅姊妹 楊曉欣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鍾偉貞姊妹 朱美儀姑娘 陳敬蓮姊妹 朱美儀姑娘 陳玉燕姊妹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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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期第二主日（綠）(1月14日) 顯現期第一主日（綠）(1月7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88,229 本月累積奉獻: $755,865  (包括發展及購堂: $105,600)

本週獻花: 張智斌弟兄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K505主知名 1000 L443主知名 1000 L831主知名 3000 M232主知名 500 M727主知名 10000
N104主知名 1500 N108主知名 2000 朱麗麗姊妹 3000 余國培夫婦 1500 呂玉潔姊妹 300
林健偉夫婦 3000 張金生弟兄 3000 陳章浩弟兄 1000 陳喜洋弟兄 2000 麥志成夫婦 8500
楊彼得夫婦 10000 甄麗雅姊妹 300 劉匡姊妹 200

慈惠 : L443主知名 1000
感恩 : M224主知名 200 M435主知名 2000 M617主知名 500 N804主知名 500 朱麗麗姊妹 500

吳友蓮姊妹 300 馬君蕙姊妹 1000 張金生弟兄 500 張淑敏姊妹 10000 舒淑君姊妹 2000

楊妙玲姊妹 500
發展 : L443主知名 2000 招楚筠姊妹 1000
差傳 : 提摩太團 159

神學生 : L443主知名 2000

********************************  奉獻芳名 / 奉獻封編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