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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靈修 
 

立志為善 

 
立志-對大部份曾上學、曾返教會的人來說，並不陌生，因為「我的立志」會是中、小學的作文

題目，「回顧立志」會是團契在年終或年初的周會題目。對於這些題目，可能會有以下的回應：

「講呢啲！」 

 

對立志未有正面的回應，不是因為這主題不切身，也不是沒有新意的問題，而是我們曾經多次

的立志，卻未能好好執行出來。當年紀漸長，已經沒有勇氣去立志了，正如我們所熟悉的經

文； 

 

羅馬書 7:18 我也知道，住在我裏面的，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

行出來由不得我。 

 

羅馬書第七章經文提到，「律法是聖的，誡命也是聖的、義的、善的。」(羅 7:12)，藉著律法，

我們知道甚麼是罪，而犯罪的慾念，在我們裡面使各樣的貪心在裏頭發動，罪就生出來了。經

文也提到要勝過罪，我們就要與基督一同受死，並且與基督一同活過來，過聖靈內住的新生

命。所以當我們要立志，要處理的就不是勤力讀書、努力工作、多作運動、減少體重，也不是

改善與家人的關係，這等生活上的問題。而是指向在信仰上的實踐，如多讀聖經、不停止聚

會、生活上有好見證、追求表現出神的公義與慈愛等。 

 

任何的立志，我們也可以有千個理由，以致未能實踐，因為「行出來由不得我」！所以在信仰

上的立志， 

1. 首先我們要認識聖經對信徒的要求； 

2. 檢視自己不足的地方； 

3. 照聖經的教導訂立目標； 

4. 與及實踐的方法和步驟。 

5. 最後，就是要自己好好為到這立志，殷勤的祈禱，也可以找禱伴，彼此勉勵、支持，一同為

到各人的立志而祈禱。 

 

但願 2020 年，我們都； 

因為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使你們又立志又實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腓 2:13) 

 

陳志輝先生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一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45 篇 1-2、6-7 節 (舊約 803 頁) ....................... 眾  立 

1 我心裏湧出美辭，我為王朗誦我的詩章，我的舌頭是敏捷文士的手筆。 

2 你比世人更美，你嘴裏滿有恩惠；所以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 

6 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度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 

7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3. 讚美 .................................. 主治萬方 (生命聖詩 16 首) ............................... 眾  立 

1 日月所照萬國萬方，耶穌必為統治君王； 

 東西南北海洋極岸，主國普及永久無疆。 

2 各處各方萬族萬民，共享主愛歌頌不停， 

 嬰孩也來同聲讚美，及早頌揚救主聖名。 

3 在主治下多蒙福樂，罪人跳出捆綁束縛， 

 倦者能享永恆安息，豐盈富足賜與貧者。 

4 受造羣生皆當奮興，特向君王尊崇致敬， 

 天使不停歌頌歡欣，地上萬民同應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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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美哉主耶穌 (生命聖詩 65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42 章 1-7 節 (舊約 1064 頁) ....................... 眾  坐 

           使徒行傳 10 章 34-43 節 (新約 196 頁) 

7. 獻詩 ................................. 永恆神光 (普天頌讚 191 首) .............................. 詩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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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11 章 9-13 節 (新約 109 頁) ....................... 眾  坐 

10. 信息 ............................................... 立志、禱告 ............................................. 眾  坐 

 

 



 

 

11. 回應 ............................我知誰管著明天 (青年新歌 31 首) ......................... 眾  立 

1 我不知前路將怎樣，只會管今天怎過；我不借天邊紅太陽，這是因天可轉灰。 

  我不憂前路將怎走，因我知主的應許；我今天跟主的身邊，我知祂掌管未來。** 

2. 我正攀奪目金階梯，越提步，光輝加倍；背重擔，感覺漸輕省，見亮采輕染雲霞。 

  那處總有陽光照耀，淚兒再不沾雙眼； 青天碧空廣闊壯麗，長虹盡山巔之處。** 

3 我不知前路將怎樣，或貧苦，困乏難言；深知祂必會顧惜我，有若祂看顧麻雀。 

  我所走過此生窄路，或途經兇險、災困；祂領我一起走這路，我得祂寶血遮蓋。** 
 
 ** 不可測，下一秒未來，不知曉，世事難料，但我知主牽我的手，我也知前路祂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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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詩篇 1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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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繼續進行 2020 年事奉人員招募，請弟兄姊妹按聖靈感動，填妥事奉

表格並交回收集處。 

4) 執事會訂於 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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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9-2020 年度第二季青成年主日學於今日開課，上課時間是上午 10:30-

11:15。上課地點如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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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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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How Brightly Shines the Morning Star ...................... 眾  坐 

 

 

默禱、散會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地點 

高中主日學 亂世中的召命人生 II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1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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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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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103 室 

成人主日學  

(進深) 

哲思明辨 ─ 

探討人生哲學 

麥志成牧師 副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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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顧建德弟兄 陳卓欣姊妹 繆迺頌姊妹 柯綽瑤姊妹 連卓鴻弟兄 柯綽瑤姊妹 黃翰濤弟兄

司琴: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招待: 趙惠蘭姊妹 黎翠琼姊妹 張慧清姊妹 黃嘉鳳姊妹 林燕芬姊妹 林義妹姊妹 周寶頤姊妹 唐建寛姊妹

司事: 蔡月媚姊妹 呂玉潔姊妹 周家揚弟兄 陳詩韻姊妹 連卓欣弟兄 柯思敏姊妹 黃菁菁姊妹 黎鳳英姊妹

當值: 甄志賢弟兄 張錦雲姊妹 徐潔玲姊妹 鄧民亮弟兄 李美琼姊妹 麥淑容姊妹 鄧佩珊姊妹 劉嘉敏姊妹

影音: 張淑敏姊妹 周鈺貽姊妹 陳國榮弟兄 林溢謙弟兄 李建業弟兄 李芷珊姊妹 蔡加德弟兄 陳其銘弟兄

執事: 徐俊榮執事 呂君達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楊明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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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　- -　-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　- -　-

讀經: 梁穎心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　- -　-

司事: 鍾晞呈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　- -　-

信實: 區惠娟姊妹 林洛琛弟兄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林洛琛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林曉潼小朋友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林曉潼小朋友劉小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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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卓曈小朋友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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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期後第二主日(1月19日) 顯現期第一主日(1月12日) 

上週奉獻總數: $260,283 本月累積奉獻: $260,283  (包括發展及購堂: $16,500)

本週獻花: 李美琼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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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062 主知名 3000 K494 主知名 1000 O604 主知名 14000 P644 主知名 500 P686 主知名 5000
Q031 主知名 10000 Q276 主知名 200 Q285 主知名 1000 Q292 主知名 1000 Q292 主知名 4000
Q363 主知名 1000 Q435 主知名 1000 Q567 主知名 2000 Q603 主知名 500 Q657 主知名 800
Q754 主知名 5000 Q798 主知名 1600 Q902 主知名 1800 Q962 主知名 5000 Q970 主知名 1750
R107 主知名 1000 R176 主知名 200 R863 主知名 300 S158 主知名 6000 S632 主知名 1500
S638 主知名 1000 S768 主知名 500 S822 主知名 1000 T071 主知名 100 T115 主知名 2000
T288 主知名 1000 T292 主知名 300 T311 主知名 300 T312 主知名 2000 T313 主知名 650

T314 主知名 200 T315 主知名 3000 T319 主知名 20000 T322 主知名 3000 T376 主知名 2000
T385 主知名 300 T390 主知名 4000 T395 主知名 500 T427 主知名 3000 T431 主知名 100
T463 主知名 500 T499 主知名 8000 T573 主知名 3000 T578 主知名 300 T580 主知名 3000
T583 主知名 500 T585 主知名 500 T594 主知名 6300 T595 主知名 3500 T596 主知名 2000
T644 主知名 7600 T673 主知名 6000 T674 主知名 3000 T686 主知名 5000

感恩 : N886 主知名 300 P644 主知名 300 P785 主知名 1000 Q285 主知名 500 Q567 主知名 5000
Q737 主知名 1000 Q980 主知名 6000 S158 主知名 1000 S467 主知名 200 S632 主知名 600
S638 主知名 700 S822 主知名 200 S884 主知名 20000 T071 主知名 100 T115 主知名 1000
T206 主知名 200 T308 主知名 1000 T309 主知名 200 T361 主知名 500 T379 主知名 2000
T390 主知名 2000 T591 主知名 300 T645 主知名 5000 T677 主知名 100 T680 主知名 200
T690 主知名 500 T820 主知名 1000

發展 : M719 主知名 2000 O199 主知名 3000 Q285 主知名 500 S410 主知名 3000 T389 主知名 1000
T631 主知名 4000 T815 主知名 3000

差傳 : Q285 主知名 350 T477 主知名 140 T596 主知名 1000
教育 : Q285 主知名 500 T703 主知名 3000
鮮花 : O604 主知名 500 T310 主知名 1800 T534 主知名 1100 T684 主知名 2000
其他 : Q285 主知名 500 S725 主知名 1000 T491 主知名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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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