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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髮是榮耀的冠冕 
 

「白髮是榮耀的冠冕，行在公義道上的，必能得著。」（箴言 16：31）聖經對長者

都很尊重，認為他們活到老是一種榮耀，中國人的傳統對長者的尊敬更不容置疑，而養

老更是天公地道的事，因為他們大半生都貢獻給下一代，所以這是我們孝道中最重要的

部份，更何況是一群老弱無依的。 

 

最近政府「突然」公佈把「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從現在的 60 歲提升至 65 歲，

而且是在一、兩個月之內實施，以後 60 至 65 歲有需要申請綜援的人，就要循「健全成

人」類別來申請，這樣獲資助的款項就會較「長者綜援」少逾 1000 元，社署簡單的解

釋是因為香港人均壽命增長，退休的年齡也延長了，以後還加上什麼鼓勵長者繼續就業。 

 

只是這重大的改變，似乎沒有經過慎重的公開諮詢研討，令人有種不近人情，甚至

是冷血的感覺，雖然特首強調這政策源於上屆政府，在 2007 年一份施政報告所提出，

經過研討後的建議，而且議員通過的 2018/19 年財政預算案中，就有一項將綜援合資格

年齡提升至 65 歲，既然已通過了就不該現在提出異議。 

 

筆者不熟識政治和公共事務，只曉得拾人牙慧，據數字 2010 年 60 歲或以上申請綜

援人數為 188,283 人，到 2017 年為 167,358 人，即是雖然人口老化嚴重，不過需要倚賴

綜援的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顯示維持現狀不一定使政府加重負擔，反而以此來鼓勵

長者就業，更顯示政府不會考慮「全民退休保障」的意圖，事實上長者就業的限制很大，

雇主也不見得樂於配合，這樣只不過延續市民長年累月缺乏工作保障的痛苦。 

 

固然其他地方在長者福利上都有隨環境改變而調整，香港也應參考，所以就更應慎

重讓廣大市民發表意見，而不只限於某些精英群體的研究，也不應以「說了算」的官僚

方式去執行，始終受影響的是最無權無勢的人，作為基督徒更要為這些老弱者發聲，這

也是筆者納悶的地方，那些在政治上動不動發起簽名、遊行、抗爭的信徒，反而在這關

乎弱勢社群、公義、這麼「貼地」的民生事上不發一言？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9 篇 1 節 ......................................... 眾  立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手的作為。 

 

3. 讚美 ................................. 迎主親臨 (普天頌讚 186 首) .............................. 眾  立 

     1 迎迓降世上主，親自到祂聖殿， 

       未派天軍隨行顯彰君王威嚴， 

       未見歡呼夾道恭候上主駕臨。 

     2 母懷卻似寶座—安穩臂彎胸前，受她温柔守護， 

       抱擁安舒睡甜，屬天嘉賓此來訪探祂父聖殿。 

  詩班：3 約瑟謙恭、驚訝，站馬利亞之側，西面手抱嬰孩， 

       滿心神聖喜樂，眼中應許之子，光榮照耀邦國！ 

     4 歡呼！首生的主，為眾贖價還清，太初真道聖子， 

       降卑甘取人形，捨身拯救被囚，釋罪奴、解拘禁。 

     5 普照世界之光，兒女候盼、默念，來進我心主殿， 

       罪愆蒙祢赦免，藉此坦然奉呈，靠主覲父聖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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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古人喜樂 (普天頌讚 185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19 篇 7-14 節 ....................................... 眾  坐 

路加福音 4 章 14-21 節 

7. 獻詩 ....................... 遵行主的話 (黎本正合唱曲選二 53 頁) ..................... 詩  班 

8. 奉獻 .......................... Quant Je Suis Mis (As I am quieted)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創世記 21 章 9-21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祝福以外還是祝福 ....................................... 眾  坐 

 

 



 

 

11. 回應 ................................. 愛主更深 (普天頌讚 716 首) .............................. 眾  立 

1 我願深切愛主，比前更深，我今俯伏祈求—更新信心；** 

2 前我愛慕逸樂，安舒沉迷，今專尋覓基督，獻呈服事。** 

3 痛苦如同使者，擔負使命，讓它完成工作，和我同聲；** (間奏) 

4 此生餘下一息讚主聖名，最後離世振呼，心願達成：  ** 

** 願我所言所行顯出愛主更深，愛主更深，愛主更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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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聯合聖經公會全球翻譯顧問黃錫木博士蒞臨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列王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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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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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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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會友朱滔聰弟兄丁母憂（林娥女士），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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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救主之光臨殿 (普 189 首).................................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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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黄錫木博士 黄錫木博士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主席: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林恩庭姊妹 林湛基弟兄 林恩庭姊妹 鄧民亮弟兄 雷書昊弟兄 顧建德弟兄 雷書昊弟兄 朱麗麗姊妹

司琴: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張穎明姊妹 陳惠霞姊妹 黃菁菁姊妹 黃盛霞姊妹 何艷愛姊妹 林燕芬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司事: 譚富霖弟兄 柯思敏姊妹 譚慧冰姊妹 陳詩韻姊妹 袁麗嬋姊妹 黃佩貞姊妹 麥寶儀姊妹 吳友蓮姊妹

當值: 王炳生弟兄 余國培弟兄 張金生弟兄 朱麗麗姊妹 朱麗程姊妹 呂幹雄弟兄 林志剛弟兄 丘嘉敏姊妹

影音: 張淑敏姊妹 陳卓欣姊妹 徐俊榮執事 林溢謙弟兄 蔡加德弟兄 李雪葵姊妹 劉焯凡弟兄 夏振傑弟兄

執事: 陳貽添執事 呂君達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葉蔓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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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朱天諾姊妹 朱天諾姊妹

讀經: 林洛琛弟兄 陳凱彤小朋友 林洛琛弟兄 黃思哲小朋友

司事: 梁諾希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馬曉宇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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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寶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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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四主日（綠）(2月3日) 聖餐顯現期第三主日（綠）(1月27日) 

本月累積奉獻: $454,555  (包括發展及購堂: $42,838) 上週奉獻總數: $6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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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浩基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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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