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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首之始學著「感恩」 

 

歲月悄悄從指頭隙縫流逝又一年，回望 2018 年所走過的每一天還未來得及細味、
數算日子所經歷的一切歡笑和淚水之際；轉舜間 2019 年就衝著要踏進來了！不得不承
認人生的時間舜間變幻，好像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的感覺。 

就在這時間空間無法抓得著的上年年底，正當自己被忙碌的日子掩蓋著許許多多
的工作和未完成的任務之時，刻意安排了一天在我家海旁退修敬拜，聽著網上一篇牧
者的講道下在海邊默想，頃刻間疲憊和沉睡的心靈被道中的信息主題「如何過感恩的
生活」所甦醒，當中那牧者分享到「我們心靈許多時因為不懂得感恩而令自己不快樂，
又或是知足的秘訣是在於我們學會常存感恩！」他還幽默地引用了一則寓道故事來比
喻世人那份不知足和不知恩的生命態度；他說：「有一天，天使行去上主面前行得又慢
又辛苦，於是上帝走到天使面前問個究竟，關心一下他發生了甚麼事情導致行得如此
辛苦呢？於是天使很受委屈的向上主表示，我的任務是用兩個大袋來收集世人每天的
祈禱；一個是祈求、一個是感恩。可是世人時時在祈禱之際老是花很多時間去祈求而
很少去感恩，甚至忘記感恩！所以導致他常常背著兩大個很不平衡的禱文袋子，壓得
他肩膀負重了一邊，走起路來感到好辛苦呀！」 這寓道故事正正是上主要解答我心靈
為何會有時失卻了喜樂的心，乃是原於自己的眼目時常望向一些祈求又得不著的東西，
又忽略了為著神所賜予已擁有的東西而感恩。 

因此神教導我在 2019 年第一個需要學習的功課就是學會感恩知足的心懷，於是就
趁著上年未完結前在大除夕日安靜下來，想一想過去經歷過感恩的事情，發覺自己愈
數愈多、愈數愈開心的感恩事情，其中有四件事令自己很感恩；第一，在年底往醫院
覆診時醫生表示我可以見他三年就完成十年的觀察期，以後不用去見他了，我的身體
已完全康復。第二，在過去一年身體不時出現各樣痛症下能與各籌委成員、各老師及
各家長彼此相助完成所有事工，很深體會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第三，
就在身體出現頸椎及坐骨神經腺痛得厲害時，
有三位愛心天使介紹我得著醫生治療、 
教我身體拉筋療法和語重心長勸喻我減肥，我
的痛症大大舒緩和逐漸消失。從而為著身邊不
時出現的愛心天使十分感恩，這份彼此相顧的
恩情在基督裡才能得著。第四，我將在新一年
年頭多了一個新身分角色，就是成為祈求已久
的侄兒姑姐，迎接小侄兒的誕生，當中很深體
會神是一位憐憫聽禱告和賞賜生命的主。各位
弟兄姊妹！在新一年之始你願不願意幫助天
使走得更平衡，成為一位常存感恩的人嗎？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顯現期第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36 篇 7-9 節 .......................................... 眾  立 

主 : 7 神啊，你的慈愛何其寶貴！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蔭下。 

眾 : 8 他們必因你殿裏的豐盛得以飽足，你也必叫他們喝你那喜樂的泉水。 

合 : 9 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3. 讚美 .................................... 主是真光 (普天頌讚 100 首) ................................ 眾  立 

主是真光，我們歡欣頌揚，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主是真光，我們歡欣頌揚，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歡欣歌唱，同呼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歡欣歌唱，同呼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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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榮耀基督顯明 (普天頌讚 183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62 章 1-5 節 ..................................... 眾  坐 

哥林多前書 12 章 1-11 節 

7. 獻詩 ............................... 太初真道居人間 (普天頌讚 61 首) ........................... 詩  班 

8. 奉獻 .................................. 基督受水禮 (普天頌讚 195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阿摩司書 1 章 1 節，2 章 3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三番四次 ................................................. 眾  坐 

11. 回應 ................................ 求主使用差遣 (普天頌讚 526 首) ............................ 眾  立 

    1 求主向我真道宣講，俾能為主傳揚、證信， 

      助我尋找孤單迷羊，效主尋索失喪子民。 

    2 求主領我使我領出、攙扶仆倒，領人歸回， 

      求主育我使我養育，嗎哪供養飢者得餵。 

    3 求主傳授真理聖言，使我受教向人講述， 

      求賜言辭雙翼增添，俾能飛進心靈深處。 

（默想）4 求主賜我豐盛生命，充滿我心似主完全， 

      心思敏銳，應對聰穎，宣揚主愛，讚美廣傳。 

    5 求主用我，雖我不配，隨時隨處等主差使， 

      直到覲主聖容光輝，得享主榮、喜樂、安息。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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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馬太福音 22 至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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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教會仍繼續推行讀經計劃，並鼓勵會眾實踐傳福音，在今年內帶領一 

位未信主的親友一同參與藍田堂聚會，陪同他認識真理。讓我們為個人的成長 

及傳福音的實踐禱告交托。 

4) 2018-2019 年度第二季青成年主日學於今日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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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課室 

成人主日學 (基礎) 與聖經人物對話 江慕慈姑娘 102-1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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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堂 

成人主日學 (進深) 薪火相傳·傳承託付 張大有弟兄 10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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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室 

5) 2019 年 1 月 21 至 22 日(星期一至二)，禮堂和 105 室有地磚重鋪工程，施

工期間禮堂和 105 室暫停開放，請弟兄弟姊妹留意。 

6) 2019 年 3 月 16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由陳恩明牧師主講，題目：

「活得年輕的秘訣」，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邀請未信主的親友赴會（聚會期

間設有在學兒童照顧安排）。是日所有團契改為參加佈道會。 

7) 有志作佈道會陪談員的弟兄姊妹，請踴躍報名，報名表已張貼在圖書閣對

出間隔上。 

8)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於 1 月 23 日至 25 日放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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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I bid farewell to vain worldly joys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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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黄錫木博士 黄錫木博士

主席: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麥淑容姊妹 陳卓欣姊妹 徐俊榮執事 林恩庭姊妹 林湛基弟兄 林恩庭姊妹 邱頌詩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招待: 林文蓮姊妹 林義妹姊妹 黎美滿姊妹 張慧清姊妹 張穎明姊妹 陳惠霞姊妹 黃菁菁姊妹 黃盛霞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袁麗娟姊妹 雷瑞玉姊妹 周家揚弟兄 譚富霖弟兄 何惠敏姊妹 麥寶儀姊妹 陳詩韻姊妹

當值: 黃翠屏姊妹 林景輝弟兄 招楚筠姊妹 余穎欣姊妹 王炳生弟兄 余國培弟兄 張金生弟兄 朱麗麗姊妹

影音: 李建業弟兄 張宏睿弟兄 呂進雄弟兄 柯綽瑤姊妹 張淑敏姊妹 陳卓欣姊妹 徐俊榮執事 林溢謙弟兄

執事: 王偉樂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貽添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錢惠如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　- -　- 朱天諾姊妹 朱天諾姊妹

讀經: -　- -　- 李俊翹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司事: -　- -　- 梁諾希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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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寶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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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三主日（綠）(1月27日) 顯現期第二主日（綠）(1月20日) 

本月累積奉獻: $391,161  (包括發展及購堂: $39,038) 上週奉獻總數: $152,595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蔡加德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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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8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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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530         566,170    10,350      2,810       2,900        5,000       92,300          

現金支出 715,396         648,271    11,000      -               6,000        5,000       45,125          

現金流入/(流出) (35,866)         (82,101)     (650)          2,810       (3,100)       -               47,175          

固定資產 14,700,012    449,235    -                -               -                -               14,250,777   

銀行及現金結餘 2,316,686      308,779    521,675    921,926   57,350      5,079       501,877        

其他資產 109,400         66,200      -                -               43,200      -               -                    

按揭貸款 (2,585,603)    -                -                -               -                -               (2,585,603)    

其他負債 (861,641)       (812,941)   -                -               -                -               (48,700)         
淨資產 13,678,855    11,274      521,675    921,926   100,550    5,079       12,11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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