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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等祢的國降臨 
 
將臨期聯繫著今天的現實世界與信仰完全實現的未來遠景。潘霍華 (德國神學家，1906 

-1945)曾說：「將臨期是等候的節期，但我們整個生命都是將臨期，期盼基督國度的來

臨，對萬事萬物的更新。等候是一種藝術，是我們在這焦躁不安的時代巳經忘了的操

練。」說出這些話的時候，他不是在籌備聖誕假期的節目，等待交換禮物、看燈飾和

聖誕套餐。他正在獄中等候獲釋，等候每月未婚妻探監，等候戰爭結束，等候上帝的

說話和臨在。他的將臨期，沒有節期的佈置，沒有詩班獻唱應節的詩歌，沒有主席朗

讀相關的經文。但這一切所指向的國度，已活生生地在他心裏呈現，給他生存的焦點

和盼望。 
 
你現在正期盼甚麼呢？是否在堅持希望和失望之中不斷徘徊、掙扎？信仰帶給我們的

希望不是明天會更好； 亦不保証我們可以回到安穩的從前。它沒有即時消除現實世界

的暗昩與醜陋，反而帶我們看清現在與未來的真相，並給我們一種穿透現實，預視遠

象的力量。 
 
當然等候的過程一點也不容易。這好像正走在一條漫長、幽暗、骯髒的隧道，而它的

盡頭是一種認信，是仍未看見的曙光。走在這漆黑而密封的窄路上，有時令我們有點

暈眩、心靈有點翳悶，呼吸有點困難。內心不時出現疑慮、恐懼、迷惘。偶爾會望著

前面的路發呆，忍不住會問 (還是怨？) 上帝：「何時才能看見出口？」 
 
這一年香港的確變了，對香港人來說既陌生又意外。但不知我們的心是否也變了？你

的又變得怎樣呢？有些人長大了， 也有些人甦醒了，有人比以前更焦慮不安，亦有人

重排生活次序和價值，也有人急速籌劃未來的生活去向； 人與人的關係都變得緊張、

敏感。無論如何，我們的心靈沉重多了...... 
 
這年香港的聖誕節會是怎樣的呢？大家怎樣回顧 2019 和迎接 2020？節目可以依舊，

但心情或許比以往複雜。若你並未能坦然擁抱這一年，但至少可以擁抱在動盪不安，

充滿壓迫和難以掌控的生活中，願意與我們同在同行的主耶穌。我們經歷了這一年，

比誰都明白未來的日子難以預算，但我們總得好好保守自己的心靈，緊握主的手，準

備迎接可能突如其來的變遷。免得周圍的聲音和內心的焦躁淹沒上帝的說話，沖走我

們跟從上帝的心，隨浪漂流。走在隧道之中的你，若怕黑怕凍(誰不是呢？)，請讓聖靈

在你心裏燃點希望的燭光，温暖照亮自己和身邊的人。靠著這光堅毅前行，從出口滲

進來的光線就在前方，亦能投射在你我的心房。 
 
今年的聖誕節對香港別具意義，讓教會同聲呼喊：願祢的國降臨！ 

江慕慈姑娘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燭光禮 ............................. 點燃燭光 (普天頌讚 125 首) .............................. 眾  立 

3. 宣召 ....................... 詩篇 72 篇 1-2、18-19 節 (舊約 831 頁) ..................... 眾  立 

主席： 1 神啊，求你將你的公平賜給王，將你的公義賜給王的兒子。 

會眾： 2 使他按公義審判你的子民，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 

主席： 18 惟獨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能行奇事，他是應當稱頌的！ 

同誦： 19 他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永遠。 

願他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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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弱羣眾仍遭壓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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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婪杜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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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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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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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11 章 1-10 節 (舊約 1013 頁) ...................... 眾  坐 

             羅馬書 15 章 4-13 節 (新約 244 頁) 

8. 獻詩 .................................... 來臨！快到時刻 (A&O) .................................. 詩  班 

9. 奉獻 ................................. 迎主親臨 (普天頌讚 186 首) .............................. 眾  坐 

10. 見證 ......................................... 李思敏姊妹 (早堂) ....................................... 眾  坐 

             譚佩妍姊妹 (午堂) 

11.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10 章 30-37 節 (新約 108 頁) ...................... 眾  坐 

12. 信息 ............................................. 耶穌站在我旁 ........................................... 眾  坐 



 

 

13. 回應 ..................................... 我的託付 (青年新歌 4) ................................... 眾  立 

1 神，祢已將使命託交，命我委身不負祢所託，期昐忠心宣告福音， 

讓世界得知主賜拯救。祢本可差遣萬軍，差天軍天使傳大喜訊， 

全是祢愛，屈尊、賜恩，使眾可分享光采共榮。 

2 神，祢已經吩咐清晰，願我眾心不負祢所託，如我不遵所託行事， 

內心必終究感到苦困；願眾敬畏降服主，就似保守得救的心靈。 

求讓眾心感應宏恩，親去願證所經歷恩惠。 

3 神要眾今相顧手足，尚欠眾生得贖的恩債；神賜美福，恩眷無盡， 

定要眾分享所領恩惠；定要叫世人、罪魁，可聽真福音至少一次。 

憑藉祢愛，買贖奴身，使眾獲幫助、盼望得慰。 
 
** 願盡力忠於主所託，向世界宣講福音，緊緊催逼我心， 

驅使我腳前往，願我向主全力效忠，一生願榮耀主名。 

14. 公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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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詩篇 84-90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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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職事人員季會將於上午 10:20 於禮堂召開，請所有相關的肢體預留時

間出席，共商聖工。成人主日學暫停，兒童詩班改在 105 室練習。 

4) 匯景花園舉辦聖誕嘉年華攤位，本堂之基督少年軍負責其中一個攤位，時
間為今日下午 1:00-5:00，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可參與。(遊戲劵需自行購買) 

5) 福蔭團契於 12 月 14 日 (六) 下午 2:00-4:00 由伍儒敬博士主講 ─ 「認識

常用止痛藥」，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6) 教會元旦大旅行經已額滿，請弟兄姊妹留意。 

7) 2020 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於接待處，歡迎肢體認獻，奉獻金額為$300 或

以上。 

8) 會友錢創其弟兄(錢慧如姊妹之父親)安息禮定於 2020 年 1 月 3 日晚 8:00

於大圍寶福紀念館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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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我們渴望的耶穌(Come, Thou Long-Expected Jesus)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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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讀經: 林洛琛弟兄 甄志賢弟兄 林洛琛弟兄 梁麗珠姊妹 柯綽瑤姊妹 區惠娟姊妹 柯綽瑤姊妹 區惠娟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招待: 陳醮英姊妹 何艷愛姊妹 唐建寛姊妹 李淑蓮姊妹 張穎明姊妹 黃香娣姊妹 葉翠蓮姊妹 黃嘉鳳姊妹

司事: 連卓欣弟兄 張滿嬌姊妹 何美蘭姊妹 吳友蓮姊妹 袁麗嬋姊妹 賴文湘姊妹 譚建偉弟兄 盧麗雯姊妹

當值: 朱麗程姊妹 麥永佳姊妹 古海劍弟兄 林志剛弟兄 孔憲榮弟兄 李美琼姊妹 曾建恆弟兄 呂君達執事

影音: 張淑敏姊妹 周鈺貽姊妹 徐俊榮執事 鄭美珍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卓欣姊妹 郭　宏弟兄 藍天晴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徐俊榮執事 王偉樂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吳綺薇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錢惠如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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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　- -　-

讀經: 鄔瑜正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　- -　-

司事: 余凱琳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　- -　-

信實: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偉邦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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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黃鑾鳳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周潔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12月15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12月8日) 

上週奉獻總數: $182,575 本月累積奉獻: $182,575  (包括發展及購堂: $1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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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費 : K488 主知名 1000 M541 主知名 100 P047 主知名 17000 P260 主知名 500 Q081 主知名 3200
Q275 主知名 200 Q297 主知名 500 Q297 主知名 4000 Q449 主知名 500 Q572 主知名 5000
Q655 主知名 800 Q753 主知名 5000 Q780 主知名 500 Q799 主知名 1600 Q801 主知名 1000
Q901 主知名 1800 Q920 主知名 2000 R181 主知名 200 R399 主知名 300 R409 主知名 2000
R601 主知名 3000 S329 主知名 17000 S371 主知名 300 S425 主知名 1200 S434 主知名 5000
S635 主知名 1000 S722 主知名 1000 S824 主知名 1000 S841 主知名 3000 T102 主知名 2000
T103 主知名 1000 T108 主知名 7600 T109 主知名 2000 T200 主知名 1000 T259 主知名 300

T269 主知名 6500 T366 主知名 300 T493 主知名 2000 T494 主知名 3000 T496 主知名 1000
T498 主知名 8000 T503 主知名 500 T506 主知名 3000 T507 主知名 100 T508 主知名 7500
T512 主知名 300 T515 主知名 500 T517 主知名 2000 T525 主知名 1000 T526 主知名 500
T537 主知名 2000 T538 主知名 3000

慈惠 : S425 主知名 500 T200 主知名 1000 T511 主知名 500
感恩 : M685 主知名 300 N915 主知名 300 P260 主知名 300 Q901 主知名 300 Q977 主知名 3000

R463 主知名 500 S029 主知名 1000 S552 主知名 300 S611 主知名 200 S635 主知名 700
T050 主知名 200 T493 主知名 2000 T495 主知名 100 T505 主知名 300

發展 : S297 主知名 500 S556 主知名 1750 S593 主知名 2500 S726 主知名 2400 T200 主知名 1000
T367 主知名 3000 T520 主知名 8000

教育 : Q934 主知名 3000
鮮花 : S377 主知名 300 T106 主知名 600 T109 主知名 300 T510 主知名 3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