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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向著標竿直跑 

 偶然漫無目的走走，不失為一件賞心樂事，沒有時間限制、沒有任務要完成、更沒有特定的

目的地，在緊湊的生活節奏下，可以使我們鬆弛下來，讓身心靈都得到休息，甚至可治療出了問

題的地方。當然，這一切都是為了我們再上路，不應該是我們的人生理想，因為人生理想總是有

目標的。人生沒有了目標，並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我們會浪費時間、無所事事、最終一事無成，

當時不予我之日來到，就會後悔莫及。 

 

 保羅是一個十分嚴謹的人，不容許自己散漫，常以當日的運動比賽來比喻人生，他強調人生

就如一場比賽，就要為了得獎賞而努力，昔日的運動比賽只有一個人可得獎，所以要「在各方面

都要有節制」，即是接受嚴格的訓練，在作息、飲食、操練上都要約束自己，不能漫無目的，最緊

要的是要克服自己，因為不是太多人喜歡艱苦的訓練，很容易會鬆懈下來，身體胖了、精神不

足、沒有力量，這樣不但沒有得獎機會，連跟上去也有困難（參哥林多前書 9：24-27）。 

 

 中國人也提出：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不單提醒我們要有計劃，而且還指出要

及早計劃，因為有好的計劃就是成功的開始，甚至有人說是成功了一半，一方面計劃讓我們先思

考可行性、困難、限制等等種種因素，以後踫上這些情況時，不致於手足無措，另一方面預先計

劃可以使我們更專心於定立的目標，而不會模稜兩可、搖擺不定，才有成功的機會，所以要及時

定下計劃 - 現在就是為自己定下計劃的時候。 

 

 過去教會也幫助大家定下一些簡單的計劃 - 上教會為了什麼？當然是為了追尋真理，於是就

定出三年完全閱讀聖經的計劃，不知大家可有堅持下去（今年將有計劃鼓勵大家繼續讀下去），除

了明白真道之外，還有耶穌託付我們的使命 – 傳揚福音，也是另一個替大家安排的計劃，就是用

一年時間向一個人傳福音，起碼使這個人對信仰有興趣，當然我們也會安排相應的活動，方便大

家邀請朋友參加。 

 

 如果以上的你都做到了，或許對你來說太簡單了，那麼，願神悅納你的工作，並且讓保羅的

勉勵啟發你：「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 3：13,14）就讓我

們都向標竿直跑。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一月六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節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來覲見我主感恩獻詩 (崇拜樂章 30 頁) ..................... 眾  立 

來覲見我主感恩獻詩，高聲讚頌歌唱，伏拜，歡欣感謝頌揚。阿們。 

3. 宣召 ................................... 顯現節 (普天頌讚 182 首)................................. 眾  立 

啟：看哪！敬虔的奧秘！ 

基督 ─ 就是上主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 

應：萬國啊！應當讚美上主！ 

啟：基督 ─ 被天使看見，被外邦智者敬拜， 

應：萬國啊！應當讚美上主！ 

啟：基督 ─ 被世人信服，被高舉在榮耀裏。 

應：萬國啊！應當讚美上主！阿利路亞！榮耀歸與上主！ 

4. 讚美 ...........................奮起！真光已臨 (普天頌讚 181 首) ........................ 眾  立 

1) 奮起！真光已臨！聖靈呼召頻傳： 

上主神聖光輝照耀，榮光待你廣宣。 

2) 奮起！真光已臨！敞開牢獄之門， 

報告被擄今得自由，貧者佳音得聞。 

3) 奮起！真光已臨！除掉憂傷苦困， 

治癒一切破碎心靈，安慰哀慟之人。 

4) 奮起！真光已臨！群山歡呼歌唱！ 

如鷹展翅，興起飛騰，靠主大能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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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晨星輝煌 (普天頌讚 187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72 篇 1-7，10-14 節.................................. 眾  坐 

以弗所書 3 章 1-12 節 

8. 獻詩 .......................... 耶穌 ─ 獨一真光 (頌禱新歌 20 頁) ....................... 詩  班 

9. 奉獻 ............... 頌讚全能上帝 「起來，讚美主 ─ 蕭樹勝曲選」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3 章 2-9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結出果子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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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esu Lerden,Pein.Und Tod By G.Merkel (1827-1885) .......... 眾  坐 

17, Blest are the pure in heart By Cesar Frank (1822-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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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馬太福音 8 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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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崇拜後進行 2019 年事奉人員招募，請弟兄姊妹按聖靈感動填妥交
回收集處。 

4) 新一年度查經祈禱會已改為週三晚上 7:30 舉行，敬請留意。 

5) 2019 年藍田堂將繼續推行讀經計劃，並鼓勵會眾實踐傳福音，在這年間帶
領一位未信的親友一同參與藍田堂聚會，陪同他成長。讓我們為個人的成長
及傳福音的實踐禱告交托。 

6) 崇拜將有一些整合，每月的第二主日，午堂將與青崇合一崇拜；每月第
三主日，早、午堂將與兒崇合一崇拜。敬請肢體及家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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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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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19 年 3 月 16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題目：「活得年輕的秘訣」，
講員：陳恩明牧師，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領未信主的家人朋友赴會（聚會期
間設有在學兒童照顧安排）。是日所有團契參加佈道會。 

9) 有志參與 3 月 16 日佈道會陪談的弟兄姊妹請踴躍報名，報名表已張貼在圖
書閣對出間隔上。 

10) 2019 年執事名單（參與部門）： 

陳永祐（副主席、行政）、呂潔儀（差傳佈道）、李燕怡（行政、教育）、 

林殷宏（行政）、楊穎君（財務）、王偉樂（崇拜、青少年）、 

陳貽添（行政、教育）、余文耀（崇拜）、呂君達（關顧）、徐俊榮（青少年）、 

11) 歡迎中國浸信會神學院學生郭偉邦先生及建道神學院學生莫沚晞姑娘於
2019 年到職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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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Allegro masestoso,Opus 15,no.7 By G.Merkel (1827-1885) ...... 眾  坐 

 

默禱、散會 



 

 

 
 

 

 
 

 

 

 

講道應用:  

 

約翰要以色列人反省自己的宗教活動，是否只是虛有其表；今日當我們思想同一段經文

時，又有甚麼提醒？如何在生活上實踐聖經的教導(行公義、不虛謊)，並且是「結出果子

來」的信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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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袁熙群先生 袁熙群先生

主席: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徐俊榮執事 徐俊榮執事

讀經: 周鈺貽姊妹 甄志賢弟兄 周鈺貽姊妹 陳其銘弟兄 陳　諾弟兄 林燕芬姊妹 陳　諾弟兄 梁麗珠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招待: 鄭　琦姊妹 高燕麗姊妹 繆迺頌姊妹 李淑蓮姊妹 陳醮英姊妹 楊美美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司事: 陳景安弟兄 賴文湘姊妹 莫綺湘姊妹 李靜賢姊妹 張淑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周家揚弟兄 邱頌詩姊妹

當值: 葉德誠弟兄 馬君蕙姊妹 黃香娣姊妹 劉嘉敏姊妹 張漢榮弟兄 陳惠霞姊妹 楊彼得弟兄 呂君達執事

影音: 梁志強弟兄 周　溢弟兄 許偉賢弟兄 楊芷瑩姊妹 郭浩賢弟兄 梁睿熙弟兄 雷偉勝弟兄 鄭心怡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呂潔儀執事 陳永祐執事 林禮標弟兄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葉玉娥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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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陳　灝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林曉潼小朋友 曾樂兒小朋友

司事: 葉栢揚小朋友 馬曉詠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何文熹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黃愛娣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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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陳可媚姊妹 王月珊姊妹 徐保仙姊妹 李芷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王月珊姊妹 徐保仙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羅啟然姊妹 林笑寶姊妹 夏麗婷姊妹 陳敬蓮姊妹 羅啟然姊妹 林笑寶姊妹 夏麗婷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一主日（綠）(1月13日) 顯現節（白／金）(1月6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661,731  (包括發展及購堂: $92,300) 上週奉獻總數: $111,053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3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陳君穎姊妹、賴文湘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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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