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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賀年之「初七人日」 

 

從新春賀年至今已是年十三，相信各位弟兄姊妹在春節假期均忙於各項互訪親

朋或與家人共聚春節假期，實行來一次說走就走的出外旅遊。可能大家會感覺到新

年節慶氣氛彷彿接近尾聲，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已經開工了! 新年節慶對於我來說已

是過得很因循，沒有特別的驚喜呀! 不過猶記得在兒時對於新年期間設一天人人生

日安排會感到不明所以然? 只懂得每年聽著媽媽的安排把一粒粒熱騰騰的湯圓吃

下去以示慶祝及無故地又大一歲。後來在網上查閱有關初七 (人日節) 的由來時，

實在感到有點趣味，現分述如下。 

據古時相傳初七 (人日節) 是指『每年農曆正月初七，依據中國傳統習俗，當日

為眾人生日。人日亦稱為「人勝節」、「人慶節」、「七元節」、「人口日」及「人七日」。

此節日是中國古代比較重大的節日，但在今天其隆重程度稍有退減，不過在日本還

是相當流行。根據漢代東方朔《占書》記載，農曆新年的首八天為人和不同畜牧作

物的生日，依次序為「一雞，二狗，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晉朝

董勛《答問禮俗說》記載：「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

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 故此，每年正月初一為雞的生日，初二為狗的生日，

初三為豬的生日，初四為羊的生日，初五為牛的生日，初六為馬的生日，初七為人

的生日，初八為穀的生日，初九為天的生日，初十為地的生日。』
1
 可有趣的是從中

國歷史典籍記載，不但人人有生日，就連動物也有生日的份兒。 

姑勿論人或動物有生日，中國人對於生日節慶直到如今還是相當重視，總是會

趁機會邀約親朋為生日者大肆慶祝一番，吃吃生日蛋糕、湯圓或飽餐一頓，甚至向

生日者送上禮物和祝福! 時至今日初七(人日節) 也隨著時代的轉變和西方文化的

薰陶下已被世人所淡忘，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生命是從上主而來，從而人才能慶祝生

日的機會，盼望各位弟兄姊妹也藉著此節慶存著一份感恩之心答謝上主讓你可與親

朋慶祝生日之福! 正如經文詩篇 65:11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也滴下

脂油，滴在曠野的草場上; 群山以歡樂束腰，牧場以羊群為衣，山谷都蓋滿了五穀; 

這一切都歡呼歌唱。」這篇感恩詩就是歌頌我們的上主是一位樂意回應禱告，賜下

雨水使地上一切受造的生物和人類得以滋長，與及上主盡顯對民眾的福祉關懷備至，

所以我們得著生命氣息年年慶祝生日，全靠造我們的主所賜的。最後趁著這新年尾

聲恭祝各位弟兄姊妹「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並在新一年滿載主的恩典、蒙主眷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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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七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顯現期第六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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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耶利米書 17 章 7 節 ...................................... 眾  立 

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他所仰賴的，那人有福了! 

3. 讚美 .................................. 生命之神 (普天頌讚 36 首) ............................... 眾  立 

1 生命之神，經過漫漫長年，我信靠祢；過去時光， 

經歷希望憂艱，主手扶持。每過一天，晨曦之幕揭開， 

主恩主德，永不落空失敗。 

2 往昔之神，今生交祢掌管，作我倚靠； 

 憑信領進盼望應許之邦，作我引導。祢若賜福， 

 漆黑放射亮光；信心所望，憧憬變作真象。  (間奏) 

3 來日之神，縱然前路茫茫，我跟隨祢；當我強壯， 

 莫離我獨徬徨，更新信仰。在生年月，求作我每日糧； 

 此生終結，作我心真家鄉。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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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永恆神光 (普天頌讚 191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1 篇 ............................................... 眾  坐 

路加福音 6 章 17-26 節 

7. 獻詩 .................................. 尊主為大 (普天頌讚 896 首) .............................. 兒童詩班 

8. 奉獻 ................................... 教會的主(普天頌讚 548 首)................................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阿摩司書 2 章 4-16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不要說預言 ............................................. 眾  坐 



 

 

11. 回應 .................................. 緊靠上主 (普天頌讚 659 首) .............................. 眾  立 

1  惟願與主緊密同行，蒙赦、得享平安， 

 主光照亮人生道路，指引天國方向。 

2  柔和信差，懇求回歸，聖潔鴿子親臨， 

 我恨罪惡使主痛悲，辜負主愛深恩。 

3  除滅我心所慕偶像，靈魂今得釋放， 

 使能專一敬拜上主，心中尊主為王。 

4  如此與主緊密同行，饒我不羈本性； 

 因此主光示我前路，指引安抵天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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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列王紀上 22 章及列王紀下 1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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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訂於 2 月 21 日(四)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並求主賜 

智慧商討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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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第一次洗禮班將於 3 月 17 日午堂後 1:00 開始，凡有意於 6 月 9 日洗 

禮者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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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會友朱滔聰弟兄丁母憂（林娥女士），定於 2 月 28 日晚上在九龍殯儀館 

2 樓永順堂設靈，求主安慰其家人。 

8) 會友何惠敏姊妹祖母(黃女女士)，於 2 月 11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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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生命路程 (普天頌讚 557 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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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大有先生 張大有先生

主席: 楊穎君執事 楊穎君執事 周家揚弟兄 周家揚弟兄

讀經: 雷書昊弟兄 鄭穎儀姊妹 雷書昊弟兄 周家揚弟兄 陳　諾弟兄 李燕怡執事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司琴: 林溢輝弟兄 潘裕文姊妹 林溢輝弟兄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卓恩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張潔綾姊妹 趙惠蘭姊妹 張元娜姊妹 繆迺頌姊妹 黃香娣姊妹 鄭倩雲姊妹 張慧清姊妹 周寶頤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黃慧儀姊妹 方子仁弟兄 盧麗雯姊妹 陳景安弟兄 呂玉潔姊妹 盧麗銀姊妹 丘嘉敏姊妹

當值: 高燕萍姊妹 陳惠霞姊妹 羅志威弟兄 古海劍弟兄 莊偉棠弟兄 馬君思姊妹 曾建恆弟兄 林禮標弟兄

影音: 陳貽添執事 李芷珊姊妹 許偉賢弟兄 鄭穎心姊妹 葉蔓菲姊妹 周鈺貽姊妹 林殷宏執事 鄭慧芝姊妹

執事: 李燕怡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貽添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朱滔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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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　- -　-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　- -　- 李嘉懿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司事: -　- -　- 利汶謙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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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潔頤姊妹 李芷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王月珊姊妹 周潔頤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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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徐保仙姊妹

 
顯現期第七主日（綠）(2月24日) 顯現期第六主日（綠）(2月17日) 

本月累積奉獻: $298,844  (包括發展及購堂: $31,900) 上週奉獻總數: $13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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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晉輝夫婦、黃浩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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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