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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有人看嗎？ 

 藍田堂每主日的周刊，除了印上崇拜的程序之外，還有教會、弟兄姊妹一

點的消息，讓弟兄姊妹對教會有多點關心，當然周刊上還有同工的文章，稱

為《生活靈修》的，幾乎是有周刊以來，就有這個傳統，目的一方面是給弟

兄姊妹一些屬靈分享，都是與我們生活式式相關的，另一方面也可叫會眾從

文字認識一下藍田堂的同工，當然也可訓練同工寫作技巧，既然有這麼多作

用，所以才會繼續寫下去。 

 問題是有多少弟兄姊妹會看呢？在周刊都是印刷出來的時候，偶然我們都

會收到弟兄姊妹的回響，從發現錯白字到不贊同文章見解的都有，雖然大多

是負面的，不過最小證明有弟兄姊妹留意，所以值得寫下去。 

然後有人指出每星期都印刷周刊，不但勞民傷財，而且嚴重破壞大自然—

要砍伐很多樹木來製造紙張，故此提出改用電子版本好了。無紙辦公室的意

念已出現了一段時間，礙於接收裝置不方便攜帶，都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

下來，現在人人皆有手機，可攜性已不成問題，故此是大好機會跟上科技潮

流，加上最近疫症肆虐，印刷版本增加傳播病菌危機，於是我們就推出網上

電子版本的周刊，當然我們也顧及到長者的需要，仍然會印刷少量「大字」

版本應用。 

然而老問題又來了，究竟弟兄姊妹會看電子版上的《生活靈修》嗎？理論

上科技帶來方便，應該可以使我們更容易接收信息，像這大半年學校大多依

靠網上工具來授課，只是不論老師或學生，都反映效果不彰，因為科技也可

以使我們更方便忽略某些信息，特別是不夠吸引力的，筆者要向各位保證，

就算不能說嘔心瀝血，同工也是盡心盡力去寫分享文章的，希望給弟兄姊妹

一點的鼓勵，特別在這個艱難的時期（找出以下經文出處的，請給我們短

訊，證明你有看文章）。 

你知道當年離開埃及在曠野的以色列人，因為向神發怨言，而遭神派火蛇

來咬他們，直到他們悔改，才叫摩西造一條火蛇舉起來，凡被咬的人望見這

火蛇就都得醫治，這是教我們要仰望神的恩典，離開罪惡就必得救，可是到

今天仍只能看到人的自私、愚昧和憎恨，又怎麼可以盼望到神的恩典呢？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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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主日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將臨節燃點燭光 (普天頌讚 127 首) (第三主日) 眾立 

主席： 我們燃點燭光， 
   象徵基督—世界之光來臨。  

同誦： 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主的道。  

主席： 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同誦： 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  

   就是“上主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主席：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 
   大小山岡都要削平；  

同誦： 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 
   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 

3. 讚美：齊來崇拜 (生命聖詩 88 首) 眾立 

1 齊來，忠信聖徒，大家喜樂盈盈，齊來，一齊來， 
 大家上伯利恆；來朝見聖嬰，天使君王降生。  ** 
2 天使詩班歌唱，頌聲喜樂洋洋，光明眾天軍， 
 都來高聲頌揚：“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真神。” **   
3 我眾虔誠恭賀，救主今日降生，榮耀，眾榮耀， 
 全歸於主聖名；大哉父真道，在肉身中顯明。   ** 
 
** 齊來崇拜我救主，齊來崇拜我救主。 
 齊來崇拜我救主，耶穌基督。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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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夜半歌聲 (生命聖詩 91 首) 眾坐 

1 當年夜半，天際傳來榮耀遠古歌聲， 
天使屈膝臨近塵寰，歡然手撥金琴， 

“地上平安人類蒙恩，來自榮耀君王，” 
當夜大地肅然靜候，齊聽天使歌聲。 

2 如今天使依舊來臨，展開和平翅膀， 
天歌妙音輕輕傳來，安慰疲乏世人， 
天軍歡然展開雙翼，俯視愁苦群生， 
萬邦擾嚷喧鬧聲中，仍聽天使歌聲。 

3 世上萬千勞苦群生，重擔緊壓心頭， 
長路漫漫崎嶇難走，步步艱辛萬分。 
看哪！歡樂黃金時代，片刻即要來臨， 
困倦人生路旁憩息，靜聽天使歌聲。 

4 人間歲月，周行不息，世事瞬息萬變， 
黃金時代終必來臨，先知早有說明， 
那日平安充滿萬有，昔日榮光重臨， 
世間萬邦同聲和應今日天使歌聲。 

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61 章 1-4 節 (舊約 1102 頁) 

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 

叫我報好信息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捆綁的得自由； 

2 宣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的神報仇的日子； 

安慰所有悲哀的人， 

3 為錫安悲哀的人，賜華冠代替灰燼，喜樂的油代替悲哀， 

讚美為衣代替憂傷的靈；稱他們為「公義樹」， 

是耶和華所栽植的，為要彰顯他的榮耀。 

4 他們必修造久已荒涼的廢墟，建立先前淒涼之處， 

重修歷代荒涼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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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 5 章 16-24 節 (新約 316 頁) 

16 要常常喜樂， 
17 不住地禱告， 
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19 不要熄滅聖靈； 
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21 但凡事要察驗：美善的事要持守， 
22 各樣惡事要禁戒。 
23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完全成聖！ 

 願你們的靈、魂、體得蒙保守， 
 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責。 

24 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 

7. 回應 (奉獻)：復興主聖民 (普天頌讚詩 126a 首) 眾坐 

8. 見證：陳曉晴姊妹 

9. 信息經文：哈該書 2 章 10-23 節 (舊約 1428 頁) 眾坐 

10 大流士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臨到哈該先知，說： 
11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要向祭司請教律法，說： 
12 『看哪，若有人用衣服的邊兜聖肉，這衣服的邊接觸了餅， 
 或湯，或酒，或油，或別的食物，這些是否成為聖呢？』」 
 祭司回答說：「不。」 
13 哈該又說：「若有人因摸屍體染了不潔淨， 
 然後接觸任何東西，這東西就變為不潔淨嗎？」 

祭司回答說：「必不潔淨。」 
14 於是哈該說： 
 「耶和華說，在我面前這民如此，這國也是如此； 
 他們手裏的各樣工作都是如此； 
 他們在那裏所獻的都不潔淨。」 
15 「現在，你們心裏要想一想，從今日起， 
 耶和華的殿還沒有一塊石頭放在石頭上的情況。 
16 那時你們怎麼了？有人來到二十斗的穀堆那裏， 
 卻只得了十斗； 
 有人來到酒池那裏要取五十桶，卻只得了二十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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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以焚風、霉爛、冰雹攻擊你們，和你們手上的各樣工作，
你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18 你們心裏要想一想，從今日起，就是從這九月二十四日起，
從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日子起，你們心裏想一想： 

19 倉裏還有穀種嗎？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 

 橄欖樹雖沒有結果子，從今日起，我必賜福。」 

20 這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再次臨到哈該，說： 

21 「你要告訴猶大省長所羅巴伯說，我必震動天地， 

22 傾覆列國的寶座，除滅列邦列國的勢力， 

 並傾覆戰車和坐在其上的。 

 馬和騎兵都必跌倒，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殺。 

23 萬軍之耶和華說：撒拉鐵的兒子我僕人所羅巴伯啊， 

 這是耶和華說的，到那日，我必以你為印，因我揀選了你。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10. 信息：看不見的福祉 眾坐 

11. 回應：願主榮美彰顯 (生命聖詩 404 首) 眾立 

願主耶穌的榮美在我彰顯，表彰主奇妙慈憐，純潔，美善； 

懇求聖靈潔淨，使我心意純正，直到耶穌的榮美在我彰顯。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以馬內利來臨 (普天頌讚 139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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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堂 *** *** 合 堂 ***

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司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和平:

喜樂:

仁愛:

暫　停 暫　停

鄧玉芬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暫　停

朱美儀姑娘 郭小姬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朱美儀姑娘 郭小姬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兒成合一崇拜

黃永賢弟兄 簡雪萍姊妹

麥志成牧師

鄧美葆姊妹

陳雅媛姊妹

暫　停

呂潔儀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劉麗梅姑娘

黃翰濤弟兄

周　悠姊妹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12月20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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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者，

留下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

聚會。 

2)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彌迦書 6-7 章、那鴻書 1-3

章、哈巴谷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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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取消宗教聚會限聚豁免，本堂今日只提供主日上午

10:30 網上崇拜，除事奉人員外，堂會不對外開放，會眾請留在

家中參與崇拜直播。 

4) 執事會訂於 12 月 17 日(四) 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時

間，並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5) 12 月 25 日上午 10:00 聯合聖誕崇拜(一堂)及洗禮，請肢體依時

出席，同來敬拜為我們降生的主基督。 

(以上聚會有待最新政府對宗教聚會指引再作安排) 

6) 會友陳榮弟兄安葬禮定於 12 月 14 日上午 10 時在沙田富山火葬

場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