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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光的週期進入生命的週期 

 
  春節在即，想大家已準備好心情過節吧。話說回來，端午的糭子、中秋的月餅和
聖誕的美食好像仍未消散，我們又要準備迎接賀年糕點了，真實有點兒吃不消…但感
謝主，另外賜下寶貴的靈糧，供稱我們持續飢渴的心靈！ 
 
  教會年是一個讓基督門徒生命更新與進深的屬靈教材。它週而復始地提示我們
在耶穌基督這位從父而來、彰顯永恆神給世人看見的「道」當中；並在真理的聖靈光
照下，使我們的生命能夠不斷更新、成長，能以生命的實際行動來彰顯三一神的榮耀，
也就是耶穌基督已經榮耀了的那尊貴的一位。(約 17:4) 
 
  今天是顯現期最後一個主日，會集中思考主耶穌的登山變像事件。 (參可 9:2-9、
路 9:28-36)。希臘教父十分重視登山變像的聖經記載，因他們不單看見上帝本質的榮
耀在耶穌裡閃耀，也看到顯現期中信徒靈性的本質，也就是我們自己的存有因上帝的
同在而轉化；而生命轉化的目的乃在榮耀上主。對一群已蒙光照、並嘗過天恩滋味的
基督徒來說，能夠與人分享主恩及見證主奇妙的作為，將人帶到施恩主面前接受福
音，就是我們生存在世的最大目的。  
 
  今期《傳書》月刊有一則小記載：日本宮城縣一間小教會，只有十名成熟的會友。
在日本三一一大地震時，他們開始探訪和救援工作。在起初五年間，他們奉上無私的
服侍，一直陪伴著一個災區的災民。踏入第六個年頭，災民主動要求牧師教他們聖經
真理。牧師驚喜地問他們：「為什麼突然希望認識聖經呢？」他們回答：「我們觀察了
你們五年，知道你們的神一定是真實可靠的！我們在你們中間看見了耶穌，希望認識
祂。」(參 111 期「約翰福音的宣教教導」，文/羅兆麟。) 深願我們能透過持續不斷的
善行，讓別人看到我們生命中的獨一真神！ 
 
  另外，本週三是聖灰日。我們將會進入「生命的週期」，踏入 40 天預苦期的靈性
之旅。陳康博士在《津津樂道》一書中，提醒香港信徒要認真反思今天「罪」的嚴重
性： 
*今日我們是否高舉個人，過於自滿和驕傲，以致我們忘記在神面前，實在是沒有可
自誇的地方？ 
*今日生活在情慾、物慾充斥的世代，我們對罪的敏銳力，是否不斷下降？ 
*我們跟世界的道德與價值觀，是否有太多的妥協和讓步？ 
*今日的生活繁忙、節奏快速，我們是否很少檢視自身屬靈的光景，很少實踐每日讀
經禱告，與神親近的靈修生活，以致屬靈生命不斷在萎縮、枯乾？ 
(浸會出版，2010。頁 43。) 求聖靈光照和引領我們反省與回轉，並立志忠心竭力、跟
隨事奉主。 
 

麥呂曼珍師母 
 
後記：農曆年間，與摯親及好友相聚歡悅之時，願我們也不忘為未信主的親友守望禱
告和見證主恩：給他們最大的禮物就是主耶穌的福音！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六主日／主登山變像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50 篇 1-6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大能者神—耶和華已經發言呼召天下，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 

應：從全然美麗的錫安中，神已經發光了。 

啟：我們的神要來，絶不閉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滅，有暴風在他四圍颳起。 

應：他呼召上天下地，為要審判他的子民： 

啟：「召集我的聖民，就是那些用祭物與我立約的人，到我這裏來。」 

應：諸天必表明他的公義，因為神是施行審判的。 

3. 讚美 ...........................上主，永恆聖光 (普天頌讚 197 首) ........................ 眾  立 

1) 上主，永恆聖光，因祢所賜應許：我眾亞伯拉罕後嗣宣祢尊名榮譽。 

懇求悦納祭品，開啟信仰人生，烈火熊熊，改變、熬煉、更新戰慄心靈。 

2) 祢曾立在高山，彰祢榮光威煌，異采華輝奇妙無匹，深奧真理掩藏— 

何等“可畏”雲彩—至今聲、形無異：描繪神子尊貴難述，威榮超越言辭！ 

(間奏) 

3) 展望來日光輝：基督從天降臨，揭示永生，將我改變—身體取主榮形！ 

萬有共仰同瞻顯赫偉大神光，平安、真理遍漫寶座，公義普世流長！ 

4. 祈禱 ....................... 山上變像禱文 (普天頌讚 196 首) (宣召) ..................... 眾  立 

啟：求主領我們到山上，因此我們有廣闊的視野： 

應：我們見到過去信心的偉人，並會珍惜他們生命的影響。 

啟：求主領我們到山上，以致我們會驚訝： 

應：我們見到祢的愛子耶穌，並知道祂有話語我們當聆聽的。 

啟：求主領我們到山上，我們便會敬畏、戰兢： 

應：因我們認識至聖者的奧秘，並要預備自己崇敬主。 

啟：求主帶我們從山上下來，並裝備我們服事主： 

合：我們要將耶穌拯救的工作傳遍此處、在這社羣、並這苦難的世界中。 

  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們。 

5. 歌頌 ...........................山上榮光相輝映 (普天頌讚 198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馬可福音 9 章 2-9 節 ..................................... 眾  坐 

哥林多後書 4 章 3-6 節 

7. 獻詩 ..............................耶穌真神愛子 (生命聖詩 69 首) ........................... 詩  班 

8. 奉獻 ................................ Adagio by Rafael Scarfullery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詩篇 19 篇 7-14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10. 信息 ........................................... 心意更新在聖言 ......................................... 眾  坐 

11. 回應 ................................. 主言寶貴 (生命聖詩 163 首) .............................. 眾  立 

1) 主話語像佳美花園，艷麗百花盛開；尋求的人都可進來，好花可供摘採。 

主話好像無價寶礦，深闊無法測量，無量珍寶深藏其中，待人發掘探索。 



 

 

2) 主話語像天上星宿，發出閃爍光華；照耀指引世上客旅，行走正確路程。 

主話好像龐大軍庫，內藏兵器無數，大軍在此獲得供應，與敵作戰必勝。 

(間奏) 

3) 願我愛慕寶貴主言，發掘真理寶藏；願我採摘芬芳花朵，滿得聖言亮光， 

願主供我所需軍備，主話語作寶劍，學習抵禦兇猛仇敵，為主奮勇作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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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6、17、19 日(五、六、一)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3) 2 月 18 日(主日)兒青成合一崇拜，主日學及兒童詩班練習暫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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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使徒行傳 26 至 28 章及羅馬書 1 至 4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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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凡恆常參與本堂崇拜滿 6 個月的弟兄姊妹，可申請電腦拍卡，請將費用

$10 連同近照一張交回辦公室幹事(相片後請寫上中文姓名及作密碼用之

8 位數字)。新一批拍卡於今天接受申請，並可於 4 月初領取。 

7) 為推動閱讀屬靈書籍，教育部邀請了基道書樓今日崇拜後於教會門外走

廊設有書攤。 

8) 查經祈禱會由 2 月 13 日起查考希伯來書。 

9) 教育部於 3 月 11 日至 4 月 15 日(日)上午 10:30 開辦「福音研經課程(I)」，

由郭小姬姊妹任教，歡迎初信者及對福音信仰感興趣之朋友參與，弟兄姊

妹請參海報有關詳情。 

10) 本年第一次洗禮班將於 3 月 11 日下午開始，凡有意於 5 月 20 日洗禮者

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11) 會友鄧叙弟兄於 1 月 28 日主懷安息，求主安慰其家人。 

12) 會友梁銘章弟兄父親梁樹於 2 月 8 日主懷安息，求主安慰家人。 

13) 麥牧師於 2 月 8 至 11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14) 公禱事項：恨能挑啟爭端 ;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箴 10:12) 

* 為著社會中各家庭成員關係和大專院校師生關係祈求，求主廢掉彼此 

之間的冤仇，讓彼此關係恢復諒解及活出和諧友愛關係。 

* 為著教會弟兄姊妹在新春節期能為主作見證，將和平福音帶給眾親友。 

13. 三一頌、祝福 (同應阿們) ............................................................................ 眾  立 

14. 堂慶月詩 ................ 永恆之君，求前導 (生命聖詩 379 首) ...................... 眾  立 

3) 永恆之君，求前導，我眾毫無憂驚，何處主聖容顯現，歡樂就如黎明， 

輝煌十架高高擧，光照我們旅程，華冠等待得勝者，懇求真神引領。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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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讀經: 陳喜洋弟兄 馬君蕙姊妹 陳喜洋弟兄 呂潔儀執事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黃翰濤弟兄

司琴: 林溢輝弟兄 甄樂陶弟兄 林溢輝弟兄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招待: 黎翠琼姊妹 林文蓮姊妹 黃菁菁姊妹 鄧孔炤弟兄 何艷愛姊妹 陳惠霞姊妹 林碧蓮姊妹 康　全弟兄

司事: 柯思敏姊妹 賴文湘姊妹 周家揚弟兄 盧麗銀姊妹 鄭穎儀姊妹 黎蓮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黃佩貞姊妹

當值: 朱麗程姊妹 鍾偉貞姊妹 惲保羅弟兄 林志剛弟兄 麥永佳姊妹 孔憲榮弟兄 丘嘉敏姊妹 馬志國弟兄

影音: 黃永賢弟兄 李育如姊妹 雷偉勝執事 林溢謙弟兄 葉蔓菲姊妹 周　溢弟兄 吳兆隆弟兄 楊芷瑩姊妹

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執事 陳可媚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鄭穎儀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譚梓泓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司事: 余凱琳小朋友 馬曉思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偉倫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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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 陳敬蓮姊妹 盧美玉姊妹 陳玉燕姊妹 施慧君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一主日（紫）(2月18日) 顯現期第六主日（綠）(2月11日) 

本月累積奉獻: $188,074  (包括發展及購堂: $33,887) 上週奉獻總數: $188,074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黃浩科夫婦、黃美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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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