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cmaltc.org 

電話：  23469681、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主任： 陳志輝先生  

傳道：  麥志成牧師、尚佩冰牧師（部份時間）、朱美儀姑娘、陳麗樟姑娘、 

     劉麗梅姑娘（部份時間）、江慕慈姑娘 

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   幹事：陳可媚姊妹       加入通訊錄 
 

 

生活靈修 
 

《僕人之歌的迴響》 

 

猶記得在上月 9 日有機會參加中國神學研究院楊錫鏘牧師的離世默想紀念崇

拜，在會上有神學院師生和楊牧師家人分享牧師一生的事奉心路歷程，與及他一生

回應上主給他的召命下活出了忠於教導聖經的使命，獻身於神學院牧養世世代代

入學的神學生，成為主的謙卑僕人。而且在課堂以外給有需要的神學生獻出關懷及

輔導學生時間，實踐了他在學生面前為父的角色。此外，有個別師生也在紀念崇拜

中唱頌楊牧師喜愛的詩歌 ; 其中一首歌〈The Servant Song〉，歌詞寫得很有意思，

現將其英文歌詞譯為中文如下 : 

 

「弟兄 ! 願意你讓我成為你的僕人，讓我學像基督般在你裡面，祈求神賜下 

恩典讓我成為你的僕人。我們在朝聖的旅程中成為同行弟兄、彼此幫助和 

分擔共負同走里路。當你害怕走在黑暗的時候，我會給你高舉基督的光， 

為你伸出援手及為你說出想聆聽的平安之聲。當你喜樂和哀傷時候與你一同 

喜樂和哀傷，直到看見你經過一切。當我們在天堂向神歌頌，我們會找到 

和諧。因為我們是從神的愛與痛而生且互相認識。」 

 

當聽完這首歌很有共鳴，確實在過往四年神學進修歷程中見證楊牧師在神學

院牧養的神學生的生命中，充份流露出歌中的內容，他以謙卑僕人的生命影響不同

年代的傳道同工、福音機構的僕人或是職場事奉的眾信徒。 

 

然而這首歌也讓我想起以賽亞先知在五十二至五十三章所預言的那位受苦僕

人，就是為要拯救世上不配的罪人而被人藐視、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被人

掩面不看、不被尊重、受欺壓和面對不公平審判的主耶穌基督。他誠然擔當我們的

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和被神擊打苦待。其實是為了我們

的過犯受害和罪孽被壓傷，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為了給我們代贖才要承受極痛苦

的刑罰和鞭傷，以致我們重獲免於永死的平安及免於罪惡帶來傷痛的醫治。還有主

耶穌基督紆尊降貴成為人的樣式來到世間，為要與世人的苦難獲得認同。 

 

踏進 11 月尾便是慶祝主耶穌基督的將臨期，基督成為受苦僕人之光在我們心

憾中佔據著多重要的位置呢 ? 但願聖靈感動著我們在這將臨期迎接主基督的降生

作出回應，曉得實踐先聖先言的僕人榜樣，與身邊的弟兄姊妹在基督的愛裡彼此服

侍和同行 ! 求主憐憫幫助我們，阿們 !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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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廿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基督君王日 (白/金)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基督為王 (普天頌讚 327 首) 眾立 

主席：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 

    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會眾：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祂是榮耀的王！ 

3. 讚美：詩篇一百 眾立 

普天下當向上主歡呼！要樂意要樂意事奉！ 

普天下當向上主歡呼！要頌讚要頌讚歌唱！ 

當曉得祂是我主宰 創造主， 

當曉得祂是我君王 祂是大牧人。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以讚美進駐祂院宇， 

感謝因祂施恩惠，配稱頌是祂聖名！」×2 
 

( 因祂全然盡美善！因祂慈愛不改變！ 

因祂信實與恩典！因祂萬代永存！ )。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神已獲勝 眾坐 

地上爭戰，轉瞬血染青天，陷入心裡，泛起幾多碎片， 

我卻並未淡忘，未更改半點，以信望愛放在前面。 

末後一到，烽火頻頻出現，塵世間路已盡，望見新的星再閃， 

新的歌聲響遍，屬天的慶典，流盡眼淚要拋開以前， 

來吧！再合唱，頌讚上帝高於天！ 
 
** 憑你獲勝，今天憑藉你浩大能力，一生靠著你，艱苦裡長征。 

 神已獲勝，高呼得勝的歡唱聲，堅穩我路徑，應許確立承認， 

 神你全面戰勝，萬邦都歸你，榮美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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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西結書 34 章 11-16 節 (舊約 1287 頁) 

11 主耶和華如此說： 
『看哪，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將牠們尋見。 

12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樣尋找他的羊， 
 我必照樣尋找我的羊。 
 這些羊在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在各處， 
 我要從那裏救回牠們。 
13 我要從萬民中領出牠們，從各國聚集牠們， 
 引領牠們歸回故土。 
 我要在以色列山上，在一切溪水旁邊， 
 在境內所有可居住的地牧養牠們。 
14 我要在肥美的草場牧養牠們。 
 牠們的圈必在以色列高處的山上， 
 牠們必躺臥在佳美的圈內， 
 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場上吃草。 
15 我要親自牧養我的群羊，使牠們得以躺臥。 
 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16 失喪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 
 受傷的，我必包紮；有病的，我必醫治； 
 只是肥的壯的，我要除滅；我必秉公牧養牠們。』 

  
哥林多前書 15 章 20-28 節 (新約 266 頁) 

20 其實，基督已經從死人中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21 既然死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因一人而來。 
22 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同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 
23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 
 然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於基督的。 
24 再後，終結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 
 掌權的、有權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給父神。 
25 因為基督必須掌權，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 
26 他要毀滅的最後仇敵就是死亡。 
27 因為經上說：「神使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既然說萬物都服了他，那使萬物屈服的， 
 很明顯地是不在其內了。 
28 既然萬物服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順服那叫萬物服他的， 
  好使神在萬物之中，在萬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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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宇宙之主 (恩頌聖歌 288 首) 眾坐 

1 宇宙主，生命主，世界盼望，祢掌管浩浩的空間雲海， 
 卻在這星球上道成肉身，寬浩無邊之主藏童女胎！ 
 生為人，為我們完成救恩︰ 

2 宇宙主，生命主，世界盼望，祢掌管悠悠的光陰年代， 
 卻來度我們的短暫人生，親嘗人心孤苦、徬徨悲哀， 
 勝死亡，賜我們祢的永生︰ 

3 宇宙主，生命主，世界盼望，懇求祢發亮光恩照萬民， 
 我們既認識祢願獻身心，遵祢的吩咐去傳揚福音， 
 帶給人救贖和自由歡欣︰ 

4 宇宙主，生命主，世界盼望，受造的萬物都呼求釋放， 
 仰望祢，警醒地期待救恩，創造主，救贖主，得勝之君， 
 速來建祢公義、和平之邦！ 

** 耶穌，我心敬仰，頌祢榮光！ 
  幫助我尊崇祢，日益深切，助我心尊崇祢，日益深切！ 

8. 奉獻：基督再臨 (普天頌讚 329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申命記 6 章 4-9、12、16、20-25 節(舊約 247 頁) 眾坐 

4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 
5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6 我今日吩咐你的這些話都要記在心上， 
7 也要殷勤教導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裏，走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吟誦。 
8 要繫在手上作記號，戴在額上作經匣； 
9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和你的城門上。 
 
12 你要謹慎，免得你忘記領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出來的耶和華。 
 
16 「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的神， 

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探他。 
 
20 「日後，你的兒子問你說： 

『耶和華－我們神吩咐你們的法度、律例、 
典章是甚麼意思呢？』 

21 你要告訴你的兒子說： 
『我們在埃及作過法老的奴僕， 

耶和華用大能的手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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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我們眼前，他施行重大可怕的神蹟奇事對付埃及、 
 法老和他的全家。 
23 他將我們從那裏領出來， 
 為要領我們進入他向我們列祖起誓應許之地， 
 把這地賜給我們。 
24 耶和華又吩咐我們遵行這一切的律例， 
 敬畏耶和華－我們的神，使我們一生得福， 
 得以存活，像今日一樣。 
25 我們若照耶和華－我們神所吩咐的， 
 在他面前謹守遵行這一切誡命，這就是我們的義了。』」 

10. 信息：在割裂的危機中學會愛 眾坐 

11. 回應：我要愛主 (恩頌聖歌 428 首) 眾立 

詩班：1 我要盡心、盡力、盡忠愛我恩主，頌主善工； 
 惟祂是我保障、能力，喜樂、榮冠、生命氣息； 
 願我內心因愛燃燒，清潔的愛如火照耀。 
2 從前迷失，暗淡無光，雖尋恩主，卻愛流蕩， 
 心思離主，四尋滿足，愛主祝福超過愛主； 
 我若如今真相認清，皆因蒙主光照、感動。 
3 為祢聖光，我要感恩，祢是真光，照亮我心， 
 我稱謝祢賜我救恩，除我仇敵，醫治我心； 
 今獻頌歌，因祢慈聲釋放我靈，使我歡慶。 (間奏) 
4 祢是我心所愛所誇，喜樂、冠冕、永久的家， 
 我必愛祢，服祢權下，樂意受你喜、怒、責打； 
 縱然肉身、心靈殘熄，恩主，我要永遠愛祢！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From heaven above I am come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福音證主協會所有， 

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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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主席: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李芷珊姊妹 連卓鴻弟兄 李芷珊姊妹 鄭美珍姊妹 陳卓欣姊妹 鄭穎儀姊妹 陳卓欣姊妹 呂浩然弟兄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葉海婷姊妹 葉海婷姊妹

招待: 張頴明姊妹 林碧蓮姊妹 周寶頤姊妹 唐建寛姊妹 陳惠霞姊妹 林笑寶姊妹 黎美滿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廖文華弟兄 何少鳯姊妹 李敏池弟兄 李麗梅姊妹 李翠碧姊妹 黎蓮妹姊妹 周家楊 李靜賢姊妹

當值: 余國培弟兄 馬君蕙姊妹 林志剛弟兄 余穎欣姊妹 朱麗程姊妹 方艾洲弟兄 楊彼得弟兄 沙韋琪姊妹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李芷珊姊妹 呂進雄弟兄 陳喜洋弟兄 黃永賢弟兄 鍾穎嵐姊妹 徐俊榮執事 夏麗婷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莫雪貞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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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司琴: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　- -　- 葉栢揚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司事: -　- -　- 劉子民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雷君昊弟兄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雷君昊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呂潔玲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呂潔玲姊妹

和平: 李笑歡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笑歡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杜小青姊妹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一主日（紫）(11月29日) 基督君王日（白／金）(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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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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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約珥書 2-3 章、阿摩司書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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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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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堂基督少年軍第 200 分隊將於 11 月 28 日（六）下午 2:30 至
4:30 舉行第十五周年立願禮，歡迎各弟兄姊妹及家長出席，見
證導師委身於基督少年軍的事奉，並分享隊員在分隊的成長和
進步。 

5)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