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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選擇卑微 

 

在剛剛過去的聖誕節崇拜，一幕幕聖景引領著我們重溫聖經中敘述主耶穌誕降的情景，

在一群活潑可愛的孩童演繹下，我們領畧到聖嬰降生的喜悅。我們確實應該喜悅，因為救

主降生使我們得以與上主相連，進入上主永恆的國度。或許我們更應該感恩，主耶穌選擇

於寒冬降生於淒清簡陋的馬槽內，是因為祂選擇以卑微和軟弱的孩童樣式，進入人間，使

我們的卑微得以轉為尊貴、軟弱化為恩慈的祝福。 

 

2018 年的香港關乎政制及民生的施政是彰顯公義或愈趨不義，相信大家各有看法。今

天或許我們對現今的政經民生莫衷一是，又或許對周遭的聒噪感到厭煩或忿忿不平。二十

世紀的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在磨難的歲月中寫下了不少個人反思，這裡節錄了他在聖誕節期

對賽九 6 及路一 51～52 的一段反思： 

「世界的政權要落在這新生孩童軟弱的肩頭上！⋯⋯ 

全世界的政權始於孩童的卑微和軟弱—祂接受和背負謙卑的、卑微的和罪人，

但祂拒絕那驕傲的、傲慢的和正義的人，使他們成為無有。」1 

 

人間的政權強調擁權者的權力，上主的國度卻始於上主愛的大能。這份愛首先使我們

看見的並非國族權勢、社會階級地位、家庭經濟實力，又或個人的優越；反之，這份愛讓

我們首先看見的是自己的貧乏和卑微—我們就是上主選擇卑微的原因！ 

 

當我們回應上主這份愛時，其實我們同時也回應了上主呼召我們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去顧念我們以外的貧乏人。如果你問誰是貧乏人，一個簡單的建議：今天你向人問安或祝

福別人時，請你用心聽聽別人的回應，可能你會有所發現。 

 

2018 步入 2019 之際，盼望我們記著因為上主選擇卑微，以致卑微軟弱如你我可以在

祂的愛中成為尊貴榮美的人。同樣地，讓主耶穌的愛幫助我們克服心中的不安和恐懼，勇

敢地與人分享祂愛的能力。 

 

「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五 3） 

劉麗梅姑娘 

 

       
1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與潘霍華一同默想主的降生：41 天靈修之旅》（God Is in the Manger: Reflections on 

Advent and Christmas），陳永財譯（香港：基道，2012），頁 108。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誕節期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歌羅西書 3 章 16-17 節 ................................... 眾  立 

啟：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 

用詩篇、讚美詩、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 

以感恩的心歌頌神。 

應：17 你們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 

藉著他感謝父神。 

3. 讚美 .............................同頌基督誕生 (普天頌讚 161 首) .......................... 眾  立 

1) 聖嬰生於小伯利恆－同頌基督誕生： 

來賜我們豐盛生命，公義顯於世塵； 

貧乏之中傳播福音：瞎眼喜見亮光， 

破碎心靈得主醫治，被囚終獲釋放。 

2) 聖嬰生於小伯利恆－世間充滿不公， 

神國子民實踐主旨，奮力抵抗歪風。 

貧弱群眾仍遭壓迫，飢餓哀求食物， 

無數困憊，徒勞覓尋枕首、安身之處。 

3) 聖嬰生於小伯利恆－成長，改變世間， 

效主，眾需更新心志：珍惜人性尊嚴； 

大地饒富物資同享，浪費、貪婪杜絕， 

以愛關心彼此需要，必致供應超綽。(間奏) 

4) 聖嬰生於小伯利恆－我眾寶物呈獻： 

承諾以善以義心志，此生努力實踐， 

同為勞苦弱勢鳴冤，護佑困貧老幼， 

廣宣基督降世佳訊－全地公義尋求。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 願主來臨 (普天頌讚 165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148 篇 ............................................. 眾  坐 

  加拉太書 3 章 23-25 節，4 章 4-7 節 

7. 獻詩 ......................... 同來尊崇主耶穌 (A&O 合唱曲集一) ....................... 詩  班 

8. 奉獻 ...............................求主居我心 (普天頌讚 172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馬太福音 1 章 1-17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尋找「失蹤」的上帝 ..................................... 眾  坐 

  



 

 

11. 回應 .............................持守應許盼望 (普天頌讚 608 首) .......................... 眾  立 

1) 透過應許察看今天─基督必再來，縱然黑暗仍要相信基督必再來， 

時常儆醒，堅心信賴，扶持世界超越悲哀，信心盼望遠出意想： 

基督定再來。 

2) 藉主應許細察今天─基督必再來，每日行為、言語見證基督必再來， 

活出施與、愛的關心、行為公義、饒恕、憐憫：皆作記號提醒眾生： 

基督定再來。(間奏) 

3) 指望、應許帶動今天─基督必再來，以此盼望訂你指標：基督必再來， 

一切生活籌算、計畫，各樣創作、構思、規範，當隨藍圖─儆醒候盼： 

基督定再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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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列王紀上 1 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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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月 1 日元旦大旅行集合時間：上午 9：30，上車地點：藍田茜發道「香

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因藍田港鐵站 D 出口現正進行翻新工

程，故不能從 D 出口前往茜發道，若參加大旅行的弟兄姊妹不懂得如

何去「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可於當天上午 9：00 來到教會

大門口集合，由教會同工帶大家前往上車。座位名單已張貼於圖書閣對

出間隔上。 

4) 1 月 1 日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5) 1 月 2 日開始新一年度查經祈禱會改為週三晚上 7:30 舉行，敬請留意。 

6) 1 月 6 日及 13 日將進行 2019 年事奉人員招募，請弟兄姊妹為明年在祟

拜事奉的參予禱告。 

7) 2018-2019 年度第二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9 年 1 月 20 日開始，上課

時間為上午 10:30-11:15。弟兄姊妹可參閱電子屏幕或張貼於圖書櫃門

的海報，現已開始接受報名。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成人主日學 (基礎) 與聖經人物對話 江慕慈姑娘 

成人主日學 (中級) 
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 

- 新約神學初探 
麥志成牧師 

成人主日學 (進深) 薪火相傳·傳承託付 張大有弟兄 

初中主日學 健康的門徒生活–以弗所書研讀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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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傳揚佳音 (普天頌讚 171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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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余文耀弟兄 余文耀弟兄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讀經: 方早晞姊妹 連卓鴻弟兄 方早晞姊妹 鄭美珍姊妹 周鈺貽姊妹 李燕怡執事 周鈺貽姊妹 陳其銘弟兄

司琴: 周　悠姊妹 朱天諾姊妹 周　悠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黃瑞玲姊妹 張潔綾姊妹 張慧清姊妹 李淑蓮姊妹 鄭　琦姊妹 高燕麗姊妹 繆迺頌姊妹 黃嘉鳳姊妹

司事: 朱月萍姊妹 張滿嬌姊妹 鄒念龍弟兄 盧麗銀姊妹 陳景安弟兄 賴文湘姊妹 莫綺湘姊妹 李靜賢姊妹

當值: 温麗儀姊妹 曾偉珩弟兄 劉柏堅弟兄 馬志國弟兄 葉德誠弟兄 馬君蕙姊妹 黃香娣姊妹 劉嘉敏姊妹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李雪葵姊妹 雷偉勝執事 陳希婷姊妹 梁志強弟兄 周　溢弟兄 許偉賢弟兄 楊芷瑩姊妹

執事: 王偉樂執事 林禮標弟兄 余文耀弟兄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義妹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讀經: 曾樂兒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陳　灝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譚恩翹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馬曉詠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陳俊希弟兄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陳可媚姊妹 夏麗婷姊妹 林翠霞姑娘 李芷珊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朱美儀姑娘 葉翠蓮姊妹 陳敬蓮姊妹 羅啟然姊妹 林笑寶姊妹 王月珊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節（綠）(1月6日) 聖餐聖誕節期（白／金）(12月30日) 

本月累積奉獻: $550,677  (包括發展及購堂: $86,800) 上週奉獻總數: $8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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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穎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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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