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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失而復得的奇蹟》 
 
      在過去 10 月份預備兒童信息之際，看到一則令人閱後十分感動的報導，

當中電視節目主持人敘述了一對兒時被父母遺棄的孖生姊妹故事 ; 話說這對

孖生姊妹出生於中國內地，可是她們在嬰幼兒成長階段，被父母發現其中一位

女兒患有心藏病，隨後這對孖生姊妹從此被遺棄於國內一所孤兒院中，其後這

對孖生姊妹相繼被兩對美國夫婦收養並定居於美國兩個不同城市中生活。然

而這對孖生姊妹隨著年日漸漸長大起來直到八至九歲，其中一位養母因做研

究需要在網上尋找資料而發現一幅女嬰照片原來跟自己所收養的女兒十分相

似，於是便在面書網頁展開尋人啟示，結果奇蹟地尋回那失去聯絡多年的另一

位孖生女，之後那電視節目主持人便安排這對失散多年的孖生姊妹第一次會

面，正當兩位孖生小女孩彼此相見之際，雙方便抱頭痛哭 ! 

 
      這對孖女失散多年再度重逢的故事 ; 令我想起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至三

十二節的失羊、失錢和失去兒子的經文，三段經文不約而同說明三位主人當尋

回失去的物件和人時，同樣經歷到失而復得的喜悅。經文反映出愛人到底的主

耶穌基督對世人的愛從來都是不離不棄，即使人會迷失於罪惡世界、或是不幸

的人遭到至親的離棄、憐憫人的神總是主動去尋找失喪的人回到祂身邊，以致

能夠恢復與主親近和經歷得救的機會。 

 
       其實我們每位經歷過神赦罪之恩的信徒，曾幾何時都跟愛我們的主失

去聯繫、又或是跟從主一段日子之後便離開教會及離棄神，不過認識我們和從

遠處知道我們的主總是最明白我們親身處境，祂的奇妙恩手還是在人如羊走

迷之時主動來尋找並為我們編寫重新得救及失而復得的生命奇蹟。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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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廿七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誕後第一主日（白/金）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聖誕節期禱文 (普天頌讚 149 首) (禱文一) 眾立 

主席： 求主使我們認真思索， 

   並接受天使報給我們關乎萬民的大喜信息： 

同誦： 主耶穌誕降在卑微的馬槽中， 

   揭示人類救贖之道乃本於謙卑的服事。 

3. 讚美：天使歌唱 (生命聖詩 99 首) 眾立 

1 高空天使齊歌唱，野地遍滿美妙聲， 

高山峻嶺回聲響，天使樂歌共奏鳴。  ** 

2 牧人，有何大喜慶？為何樂歌唱不停？ 

有何大喜訊傳播，令你唱出天上歌？  ** 

3 伯利恆城朝聖嬰，天使歌唱祂降生， 

齊來屈膝，同仰望基督救主新生王。  ** 

4 天地君王主耶穌，甘願降卑臥馬槽， 

萬族萬民當歡唱，救主榮耀王降生。  ** 
 
** 榮耀祂，榮耀歸最高神，榮耀祂，榮耀歸最高神。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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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朝拜新生王 (生命聖詩 102 首) 眾坐 

1 博士三人來自東方，攜帶禮物獻新生王， 

 跟隨景星在前引領，跋涉河流山崗。  ** 

2 新王誕生伯利恆城，我攜黃金恭敬獻呈， 

 祂掌王權統治萬邦，直至永世無疆。  ** 

3 謹將乳香歡然獻陳，臨格君王配受此香， 

 但願萬民禱告頌讚，崇拜至高君王。  ** 

4 獻上沒藥苦味至濃，表示我主將受傷痛， 

 憂愁歎息流淚死亡，被葬孤寂墓中。  ** 

5 基督復活榮耀輝煌，被殺羔羊救主我王，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聲震天地四方。 **  
 
** 啊！奇妙明星放光芒，閃爍燦爛真煇煌， 

 一直照亮，引向西方，領我們就主真光。 

 

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61 章 10 - 62 章 3 節 (舊約 1103 頁) 

10 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的心因神喜樂； 

因他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以公義為外袍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華冠，又如新娘佩戴首飾。 

11 地怎樣使芽長出，園子怎樣使所栽種的生長， 

主耶和華也必照樣使公義和讚美在萬國中發出。 
 
62： 1 我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必不安寧， 

直到它的公義如光輝發出，它的救恩如火把燃燒。 

2 列國要看見你的公義，列王要看見你的榮耀。 

你必得新的名字，是耶和華親口起的。 

3 你在耶和華的手中成為華冠，在你神的掌上成為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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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4 章 4-7 節 (新約 288 頁) 

4 等到時候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兒子， 

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 

5 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贖出來，使我們獲得兒子的名分。 

6 因為你們是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我們的心， 

呼叫：「阿爸，父！」 

7 可見，你不再是奴隸，而是兒子了，既然是兒子， 

就靠著神也成為後嗣了。 

7. 回應 (奉獻)：諸天讚美 (普天頌讚詩 148b 首) 眾坐 

8. 見證：謝詠童姊妹 

9. 信息經文：馬太福音 2 章 13-16 節 (新約 4 頁) 眾坐 

13 他們走後，忽然主的使者在約瑟夢中向他顯現，說： 

「起來！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裏， 

 等我的指示；因為希律要搜尋那小孩子來殺害他。」 

14 約瑟就起來，連夜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 

15 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我從埃及召我的兒子出來。」 

16 希律見自己被博學之士愚弄，極其憤怒， 

差人將伯利恆城裏和四境所有的男孩， 

根據他向博學之士仔細查問到的時間， 

凡兩歲以內的，都殺盡了。 

10. 信息：普世歡騰與聖誕悲歌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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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應：萬福源頭 (青年新歌 47 首) 眾立 

1 懇請來臨，萬福源頭，願我心高歌恩厚； 

恩典河流，不息長流，願最高讚頌歸祢。 

求導我懂天使歌詠旋律美妙的樂章； 

恩主厚愛，重似高山，定睛思想心稱讚。 

2 恩典無窮，現今立石，念祢親幫助、拖帶； 

請主領我安抵天家，護佑、牽引多福蔭。 

流離失所，飄泊己路，救主親身願尋我； 

恩主救我，走出兇險，是祂寶血洗污穢。 

3 恩債難償，每天新恩，沒法可報主恩惠！ 

懇以慈繩，每天相牽，繫我心，專一跟祢； 

容易偏走己意私路，愛主偏偏易離棄； 

將心獻上，願加印記，願作天國的子民。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God rest you merry gentlemen  眾坐 

     By Wilbur HELD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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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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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暫　停 暫　停 李嘉懿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司事: 暫　停 暫　停 韋樂恩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郭小姬姊妹 朱美儀姑娘 雷君昊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暫　停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小朋友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周敏儀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暫　停 暫　停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簡雪萍姊妹

陳志輝先生

鄧玉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暫　停

簡雪萍姊妹待定

陳永祐執事 徐俊榮執事呂君達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區伯平牧師

周家揚弟兄

陳卓恩姊妹

暫　停

陳永祐執事 簡雪萍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誕後第二主日（白／金）(1月3日) 聖餐聖誕後第一主日（白／金）(12月27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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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
登入「網上崇拜出席記錄」連結填寫資料，以便協助教牧同工
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感謝宣道會義務牧顧長區伯平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撒迦利亞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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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1 年 1 月 1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6)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7) 會友蔡月媚姊妹於 12 月 14 日丁母憂（蔡陳秀香夫人），喪禮

於 1 月 7 日在世界殯儀館設靈，其主安慰其家人。 

8) 會友蔡耀明弟兄（王渠興姊妹丈夫）於 12 月 25 日主懷安息，

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