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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新年之計在於詩 

 
踏入 2020 年的元旦剛好是教會一年一度的大旅行，當日一大清早百多位弟兄姊妹

在風和日麗的天氣下乘車到西貢海下灣，到步後各弟兄姊妹浩浩蕩蕩沿著西貢各個景點

觀摩遊覽，而我被大會安排照顧三位長者的需要; 不論她們到各個景點的同行或是坐下

休息片時或是觀光拍照留念，總需要陪伴左右。正當在各人到海下灣景點遊山玩水之際，

頃刻間在我身旁的一位九十多歲的高齡長者，傳來發自內心由衷地背起詩篇經文來，初

時背了幾句金句，繼而就背了幾節經文出來，其後更將整篇詩篇廿三篇經文背得滾瓜爛

熟，從旁的其他長者們也對這位愛慕背誦神話語的長者致敬，並讚賞她這九十多歲高齡

如此記憶力強，確實令筆者十分佩服 !  
 
從這位熱愛惦記神話語的婆婆生命中，活出了一份對神話語的尊重和對神敬畏之

心，也激勵著我在這新一年的開展，正所謂「一年之計在於神」的追求下，我們的屬靈

生命也十分需要以神話語來引領我們每一天、每一月及每一年的行事為人，以致我們在

基督裡的靈命才能有所成長和更新。然而上述婆婆那份愛慕背誦神話語的心志，為要鼓

勵我們以神的道為我們生命中最優先關懷的任務，正如詩篇第一篇在提醒著我們 「不從

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他

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

他所做的盡都順利。惡人並不是這樣，卻像糠秕被風吹散。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

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的會眾中也是如此。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

必滅亡。」 
 
這篇智慧之詩的內容為要幫助當其時以色列人進入聖所大門之前，作為勸勉一群

敬拜主及與神密切相交的人，必須以正確的心態恪守神的律例。還有詩人大衛在歌中用

有福的人三個生命素質;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來比對

三個惡人的結局; 必像糠粃被風吹散、在審判時必站立不住、所行道路必滅亡。藉此強調

在神眼中的有福人或義人和惡人的生命素質在面臨神的審判時所面對的終局，來鼓勵我

們要智慧地選擇行義人或有福人的道路，並且培養自己的生命素質 ; 要有喜愛神的律法

晝夜思想及渴慕真理的滋養。相反惡人的生命素質就很不同，對神的真理完全厭棄，甚

至面對神的審判時，惡人是站不住腳及最終被神懲罰而滅亡。 

 

盼望在這新一年的開始彼此勉勵努力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培養自己成為一位惟

喜愛耶和華律法晝夜思想的有福人，從而經歷神賜福予我們的靈命不枯萎之餘還會結出

生命的果子來榮耀神。 

朱美儀姑娘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顯現期第二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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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40 篇 1-3 節 (舊約 798 頁) ............................ 眾  立 

1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他垂聽我的呼求。 

2 他從泥坑裏，從淤泥中，把我拉上來， 

 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使我腳步穩健。 

3 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讚美我們神的話。 

 許多人必看見而懼怕，並要倚靠耶和華。 

3. 讚美 ..................................... 祂是主 (生命聖詩 81 首).................................. 眾  立 

祂是主，祂是主，祂是勝過死亡又復活的主； 

萬膝當跪拜，萬口當承認，耶穌基督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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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惟獨耶穌 (生命聖詩 87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49 章 1-6 節 (舊約 1080 頁) ....................... 眾  坐 

 哥林多前書 1 章 1-9 節 (新約 249 頁) 

7. 獻詩 ................................. 美哉主耶穌 (普天頌讚 62 首) ............................. 詩  班 

8. 奉獻 .................................. 永恆神光 (普天頌讚 191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以斯拉記 1 章 1-11 節 (舊約 647 頁) ........................ 眾  坐 

10. 信息 ............................................ 心被神感動的人 ......................................... 眾  坐 

11. 回應 ................................. 全獻在壇上 (青年新歌 46 首) ............................. 眾  立 

1 將所得都擺上，恩主，我聽見祢呼聲； 

 心想給主用，全給祢，必須甘心獻一切。** 

2 將所得都擺上，恩主，祢美意，我謹遵； 

 盼我宣講佳美喜訊，宣講恩主愛豐厚。 ** 

3 將所得都擺上，恩主，決意獻祢腳下； 

於這生短暫時光裡，甘經風霜與苦困。 ** 
 
** 獻奉給祢，不留一點，祢曾為我，捨己犠牲； 

 美善旨意，盼我成志，恩主，今我只跟祢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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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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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晚查經祈禱會，開始查啓示錄，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4) 1 月 25、27、28 日(六、一、二)為公眾假期，藍田堂暫停開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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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God on high alone be glory Vincent Lubeck (1654-17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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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連卓鴻弟兄 柯綽瑤姊妹 黃翰濤弟兄 方早晞姊妹 林燕芬姊妹 方早晞姊妹 周家揚弟兄

司琴: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陳卓恩姊妹 梁頌康弟兄 陳卓恩姊妹 梁頌康弟兄

招待: 林燕芬姊妹 林義妹姊妹 周寶頤姊妹 唐建寛姊妹 林文蓮姊妹 陳惠霞姊妹 李淑蓮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連卓欣弟兄 柯思敏姊妹 黃菁菁姊妹 黎鳳英姊妹 李翠碧姊妹 袁麗娟姊妹 呂進雄弟兄 邱頌詩姊妹

當值: 李美琼姊妹 麥淑容姊妹 鄧佩珊姊妹 劉嘉敏姊妹 鍾志堯弟兄 戴志遠弟兄 黃香娣姊妹 楊彼得弟兄

影音: 李建業弟兄 李芷珊姊妹 蔡加德弟兄 陳其銘弟兄 陳永祐執事 李雪葵姊妹 林殷宏執事 夏麗婷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殷宏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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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司琴: -　- -　-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　- -　- 李嘉懿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司事: -　- -　- 韋樂恩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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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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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期後第三主日(1月26日) 顯現期後第二主日(1月19日) 

上週奉獻總數: $120,844 本月累積奉獻: $381,127  (包括發展及購堂: $38,400)

本週獻花: 蔡加德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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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889 主知名 2000 P969 主知名 1500 Q173 主知名 2000 Q286 主知名 500 Q810 主知名 1000
R568 主知名 3000 R708 主知名 4500 S375 主知名 1000 S730 主知名 3000 S915 主知名 2000
S919 主知名 3000 S976 主知名 7500 T087 主知名 3300 T088 主知名 2000 T131 主知名 1200
T229 主知名 200 T234 主知名 2000 T316 主知名 10200 T320 主知名 1000 T473 主知名 5000
T492 主知名 1000 T599 主知名 500 T602 主知名 500 T658 主知名 500 T715 主知名 2000

慈惠 : Q286 主知名 300 T131 主知名 500 T232 主知名 800 T473 主知名 3000
感恩 : O889 主知名 100 Q173 主知名 2000 Q237 主知名 1000 Q286 主知名 300 Q950 主知名 300

S375 主知名 1000 S910 主知名 200 S920 主知名 200 S925 主知名 500 S926 主知名 200
T021 主知名 1000 T083 主知名 150 T086 主知名 500 T210 主知名 200 T232 主知名 1000
T234 主知名 1000 T283 主知名 1200 T320 主知名 1000 T410 主知名 500 T492 主知名 900
T552 主知名 1500 T575 主知名 500 T601 主知名 500

發展 : O889 主知名 4000 Q173 主知名 2000 Q286 主知名 300 R495 主知名 6000 S730 主知名 100
T228 主知名 8000 T492 主知名 1000 T597 主知名 500

差傳 : S730 主知名 100 S919 主知名 1000 T473 主知名 1000 T492 主知名 1000
教育 : Q929 主知名 2000 T473 主知名 1000
鮮花 : S927 主知名 600 T231 主知名 500 T316 主知名 300
其他 : Q286 主知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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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