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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相信大家對二零二零年的願望，再不會是減肥、旅遊和吃好東西吧，都會很一致的期

望回復平靜吧，經過一年如坐過山車的情緒起伏、心驚膽跳的出出入入、令人憂心忡

忡的消息飛揚，對新一年的願望應該是前所未有的認真。 

原來當我們認真的祈求，奇妙的事就會發生，因為當我們留心神的作為，就不再受別

人的行為所影響。對於別人的行為，其實我們很難改變，想想過去大家曾幾何時針鋒

相對，甚至惡言相向，大家不都還是依然故我？不但沒有接受別人的看法，連聽也聽

不下去，多年朋友都因此而絕交，回想起來不知你會否驚奇，怎麼可以如此魯莽？這

完全是因為我們受別人影響，不論是政治的宣傳技倆，還是博取同情、支持的失實資

訊，都使我們情緒化的本性，更陷於情緒的牢籠中，不能自拔。我們既不能改變他人

的看法，何必鍥而不捨？能改變人的恐怕只有神吧。 

當我們留心神的作為，你就不會忽略神的說話，以往對耶穌教導：「要愛你們的仇敵，

為那迫害你們的禱告。」（太 5：44），對你毫無困難，因為你沒有真正的敵人，頂多

是不合作的同事、不賞識你的老闆，現在你的敵人是在你身邊與你對著幹的人，那就

不一樣了；耶穌也教導：「你們不要評斷別人，免得你們被審判。因為你們怎樣評斷

別人，也必怎樣被審判；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太

7：1,2），對你也輕而易舉，因為以往頂嘴的，不過是為了蠅頭小事：那一齣電影好看、

那處的食物好吃，當觸及政見、理念就變得半步難讓，對不同意見者大肆批評。我們

是何許人竟然評論他人，這是極狂莽的行為。 

因為只有神執行審判，保羅告訴我們：「我們知道這樣做的人，神必公平地審判他。」

（羅 2：2），所以我們對神如何、什麼時候執行審判，都無權置喙，有的一方面是對

神的信靠—神必執行公義，另一方面就是我們行公義（也包括其他聖經教導）的責任。

當我們留心神的作為，就會察覺神在我們心中工作，改變我們明頑不靈的心，就讓我

們好好祈求、期待神的奇妙作為吧。 
 

麥志成牧師 



 

 

二零二零年一月五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誕節後第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道在此間 (普天頌讚 794 首) .............................. 眾  立 

道在此間居住，何奧妙難測；萬物諸天君王紆尊降凡塵。 

 

3. 宣召 ............................ 詩篇 119 篇 97-98 節 (舊約 891 頁) ......................... 眾  立 

97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裏，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4. 讚美 ................................宇宙齊崇拜 (普天頌讚 151 首) ............................ 眾  立 

1 星、月、太陽，崇拜真神！迎接眾光之光降臨！ 

祂心熾燃純淨光輝，宇宙萬光僅祂餘輝純光所發火花。 

2 星宿運行，量度光陰，時刻不息稱頌真神； 

超越的神，無盡無邊，竟進時空，困居人間，永生真道降生。 

3 天下萬人昂首歡慶！創造眾生之主降臨！ 

孤苦嬰孩以啼哭聲預告在世受苦被釘，來呼召人信祂。 

詩班：4 詩篇音樂，文章歌賦，微妙畫筆皆難描述基督關懷、 

熱愛眾生，竟至降生在馬槽中，耶穌，以馬內利！ 

5 親愛救主，全能君王，我將身心、生命獻上； 

屈尊卑微，祢背十架，以祢大愛召我回家，在天永作後嗣。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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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太初真道居人間 (普天頌讚 61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列王紀上 3 章 4-13 節 (舊約 470 頁) ........................ 眾  坐 

           以弗所書 1 章 3-14 節 (新約 293 頁) 

8. 獻詩 ............................ 生為作天糧 (A&O 單曲合唱樂譜) ......................... 詩  班 

9. 奉獻  ................................ Beneath a dark familiar sky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18 章 1-8 節 (新約 122 頁) ........................ 眾  坐 

11. 信息 ................................................ 為弱者伸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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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虔守主餐 (生命聖詩 234 首)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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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宣道會出版社王礽福社長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詩篇 1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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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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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9-2020 年度第二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20 年 1 月 12 日開課，上課時

間是上午 10:30-11:15。這季課程如下，可於今天開始報名。弟兄姊妹可於

藍田堂網站、電子屏幕或圖書櫃門的海報參閱各課程簡介。 

6) 2020 年 1 月 19 日（下午 2:00-4:00）兒童部將舉行「九果子品格桌遊」

師資進深工作坊，歡迎各位兒崇主席、兒童主日學教師及助教報名參

加，請參加者在圖書閣對出海報上寫上姓名。若有疑問可向朱姑娘查

詢，截止日期為今日下午 2 時正。 

7) 3 月 28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由余德淳博士主講，題目：「變

幻中的平安」，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並邀請未信主的親友赴會。

另外，有志作陪談員及招待員的弟兄姊妹，請踴躍報名，報名表已張

貼在圖書閣對出間隔上。 

8) 會友莫呂麗芬姊妹丁母憂（呂陳二嫂女士），定於 2020 年 1 月 5 日下午四時

在世界殯儀館三樓明愛堂設靈，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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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靠主剛強 (世紀頌讚 418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高中主日學 亂世中的召命人生 II 劉皓然弟兄、林恩庭姊妹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睇真 D 
陳麗樟姑娘、吳可淇弟兄、

陳樂獻弟兄 

成人主日學 
(中級) 

同遊《撒母耳記》第二站 
─  大衞王的前傳 

江慕慈姑娘 

成人主日學 
(進深) 

哲思明辨 ─ 探討人生哲學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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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王礽福社長 王礽福社長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讀經: 陳　諾弟兄 林湛基弟兄 陳　諾弟兄 徐俊榮執事 陳卓欣姊妹 顧建德弟兄 陳卓欣姊妹 繆迺頌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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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 高燕麗姊妹 李燕怡執事 繆迺頌姊妹 葉翠蓮姊妹 趙惠蘭姊妹 黎翠琼姊妹 張慧清姊妹 黃嘉鳳姊妹

司事: 顧建德弟兄 辛列卿姊妹 李敏池弟兄 莫綺湘姊妹 蔡月媚姊妹 呂玉潔姊妹 周家揚弟兄 陳詩韻姊妹

當值: 高燕萍姊妹 馬君思姊妹 沙韋琪姊妹 招楚筠姊妹 甄志賢弟兄 張錦雲姊妹 徐潔玲姊妹 鄧民亮弟兄

影音: 張淑敏姊妹 陳卓欣姊妹 郭　宏弟兄 藍天晴姊妹 郭浩賢弟兄 周鈺貽姊妹 陳國榮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葉蔓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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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梁諾希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梁穎心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司事: 鄧祉祈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朱美儀姑娘 林洛琛弟兄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林洛琛弟兄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林曉潼小朋友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林曉潼小朋友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周敏儀姊妹 林綽盈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周敏儀姊妹 林綽盈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笑寶姊妹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笑寶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主顯節後第一主日(1月12日) 聖誕節後第二主日 (白/金)(1月5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148,719 上月奉獻總額: $780,954  (包括發展及購堂: $71,983)

本週獻花: 徐開萍夫婦、陳志立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K016 主知名 500 O738 主知名 500 P090 主知名 10000 Q259 主知名 5000 Q527 主知名 500
Q861 主知名 16000 Q921 主知名 2000 R332 主知名 6000 R332 主知名 1500 S415 主知名 5000
S654 主知名 2500 T280 主知名 600 T300 主知名 2000 T475 主知名 3000 T619 主知名 1000
T641 主知名 3000 T643 主知名 500 T646 主知名 5000 T647 主知名 350 T650 主知名 1000
T676 主知名 1000 T683 主知名 700 T707 主知名 200 T730 主知名 500

慈惠 : T476 主知名 500 T649 主知名 800 T679 主知名 5000
感恩 : K016 主知名 300 P784 主知名 500 R758 主知名 500 S024 主知名 300 T476 主知名 750

T620 主知名 1000 T622 主知名 100 T637 主知名 300 T638 主知名 200 T639 主知名 3000
T642 主知名 500 T649 主知名 1000 T679 主知名 10000 T730 主知名 500

發展 : N390 主知名 1500 S270 主知名 1000 S565 主知名 4000 T616 主知名 4000
差傳 : T300 主知名 500 T676 主知名 1000 T679 主知名 5000
教育 : T676 主知名 700 T679 主知名 10000
鮮花 : T300 主知名 500 T619 主知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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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