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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博學之士」 
 
 今天科技進步，大自然對我們的影響，除了極端情況之外，大都可以有方法補救，

甚至是預防，我們可以預測天氣的變化，在天涼前多穿一件衣、在下雨前帶雨具外

出、在炎熱到來之前躲到陰涼的地方，我們也不大需要跟隨大自然變化過活，輪船

不再依靠不同方向的海風駛往目的地，農夫已不管季節的變化，可以在溫室培植不

同季節的蔬果，就算地球變暖了，大家都愛理不理，覺得科技總可以找到解決方法。 

 在古代是另一個世界，古人對大自然必恭必敬，因為環境的一動一靜都足以影響

他們的生活，甚至是生存的條件，遲來的雨水可以使糧食失收，大家都要依從季節

變化，調整日常的生活，掌握不好日照的時間，可以影響生產力和作息安排，我們

知道一年當中日、夜的長短不是一樣的，而是隨季節變化的，這些知識就不是一般

人可以掌握。 

 對於季節、大自然周期變化，部份可從經驗和傳統得知，不過更需要有專門的知

識，在古代被稱為「觀天」、「占星」術，因為是從觀察天文氣象而來，從中製定曆

法，讓一般人知所適從。大家很容易就可感受到季節的變化，而且是不斷循環出現，

很容易我們就會把這些變化，與日常都會見到的月亮和太陽串聯起來，月亮有圓缺

的周期，太陽也會在不同地方升起和降下，分別有不同的日照長短，「觀天」的人會

把這些觀察，集合成大家明白的曆法，定出年、月，日期，分成四個季節。 

 古巴比倫的「觀天」者，就是這樣定出他們的曆法，與中國人相似，都是按月亮

的圓缺變化為依據，所以稱為陰曆，他們發覺經過十二個月亮圓缺周期，季節又回

到起始，於是就定為一年，十二個月亮周期就是月，當然「觀天」者更仔細的觀察

到月亮的周期是介乎二十九、三十日，一年的變化卻是三百六十五日多一點，所以

又要調整月份的長短，至於那「多一點」就積累起來，湊夠一天就加入一年當中某

一個月份，稱為「潤月」，至於是那一年，就要憑觀察星座的位置來決定，而在古巴

倫，這「潤月」是由君王決定加入在那一個月份的，所以這些觀天術士可能也是朝

中的官員。 

 由此看來「觀天」、「占星」術可以說是現今天文學的雛型，當然在古代對大自然

了解有限，把這些天文變化看為「神明」的作為不足為奇，故此膜拜日、月之神，

也會把星空喻作人間，視明亮星辰為地位非凡的人，流星飛逝就是偉人離世了，難

怪耶和華禁止以色列人觀星象（利 19：26），應該是指這迷信的部份，事實上以色

列人大致也跟從陰曆計算的曆法。 

 所以幾個從東方來伯利恆，尋找新生王的「博學之士」，並不一定是坊間占卜算

命的「神棍」，而確是真材實料的「博學之士」，謙卑的從老遠來尋找新生王。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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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一月三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誕節後第二主日 (白/金)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馬太福音 2 章 2 節 (新約 4 頁) 眾立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 

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3. 讚美：慶賀主受膏為王 (生命聖詩 96 首) 眾立 

1 慶賀真神所膏立，大衛偉大後裔！ 

 賀祂按預定時辰，開始統治凡塵！ 

 祂來解除諸壓制，釋放被擄的人； 

 祂來消滅眾罪惡，公平治理萬民！ 

2 主來賜拯救之恩，脫離不平待遇； 

 扶助缺乏貧窮人，鼓勵弱者不屈； 

 祂使歎息變歌唱，黑暗轉為光明； 

 定罪待死的靈魂，祂竟珍愛救拯。 

3 主將降臨如甘霖，滋潤沃土良田； 

 喜樂，愛，望，如花朵，綻開在祂腳邊； 

 在祂面前群山上，平安是祂先鋒， 

 公義湧出如清泉，流入平原之中。  (間奏) 

4 萬國君王同俯伏，奉獻黃金乳香； 

 萬國萬民同敬拜，高聲讚美頌揚； 

 不住向祂獻禱告，日日心香升上， 

 天國更開拓擴展，主治悠久無疆。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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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快樂良辰 (生命聖詩 105 首) 眾坐 

 1 信徒快醒，歡迎快樂良辰，當年今日，救世之主降生， 

  起來崇拜，主愛奇妙無窮，天使天軍也曾歡欣歌頌， 

  先向世人報告喜樂佳音，道成肉身由童貞女誕生。 

 2 寧靜黑夜，牧人看守羊羣，忽然聽見天使傳報喜訊， 

  今來宣告一個大喜信息，救主已為普世萬民誕臨， 

  真神應許現今已全應驗，就在今天救主基督降臨。 

 3 天使說完，天軍齊聲歡唱，喜樂之歌前未有人聽聞， 

  同心讚美救贖大愛深長，哈利路亞，天上充滿歡欣， 

  至高榮耀歸與獨一真神，地上平安歸祂喜悅子民。 

默想： 4 載歌載奔，牧人上伯利恆，去看真神所成偉大奇事， 

  果見約瑟偕同蒙恩童女，聖嬰耶穌安睡在馬槽裏，  

  回到羊羣仍同心讚美神，到處宣揚主恩滿心歡喜。 

 5 奇妙大愛，拯救失喪罪人，願常反覆思想上主宏恩， 

  追想聖嬰為我付上代價，卑微馬槽直到痛苦十架， 

  靠主恩助跟隨救主腳踪，直到歸回聖潔華美天宮。 

 6 歡欣盼望與天軍齊頌揚，救恩同慶，凱旋之歌共唱， 

  同來記念救主今日誕生，無限榮耀將要充滿四方， 

  不斷歌頌主愛救贖鴻恩，永遠讚美天上全能君王。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19 篇 97-104 節 (舊約 891 頁) 

97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裏，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99 我比我的教師更通達，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100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謹守你的訓詞。 
101 我阻止我的腳走一切邪路，為要遵守你的話。 
102 我沒有偏離你的典章，因為你教導了我。 
103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104 我藉著你的訓詞得以明白，因此，我恨惡一切虛假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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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1 章 3-14 節 (新約 293 頁) 

3 願頌讚歸給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裏曾把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賜給我們。 
4 因為他從創世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滿有愛心。 
5 他按著自己旨意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到稱讚； 
 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白白賜給我們的。 
7 我們藉著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 
 過犯得以赦免，這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8 充充足足地賞給我們的。他以諸般的智慧聰明， 
9 照自己在基督裏所立定的美意，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0 要照著所安排的，在時機成熟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11 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 
 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萬事的神照著自己的旨意所預定的， 
12 為要使我們，這些首先把希望寄託在基督裏的人， 
 頌讚他的榮耀。 
13 在基督裏你們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使你們得救的福音， 
 你們也信了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神的子民得救贖， 
 使他的榮耀得到稱讚。 

7. 回應 (奉獻)：Let Christians All Rejoice 眾坐 

8. 見證：黃千素姊妹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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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經文：馬太福音 1 章 18-25 節 (新約 3 頁) 眾坐 

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給約瑟，
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 

19 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當眾羞辱她， 
 想要暗地裏把她休了。 
20  正考慮這些事的時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約瑟夢中向他顯現，說：

「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馬利亞娶過來， 
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 

21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22 這整件事的發生，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23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24 約瑟醒來，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 
25 但是沒有和她同房，直到她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10. 信息：再來的王 眾坐 

11. 認信：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2. 聖餐：The First Noel 眾坐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Once in Royal David's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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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李燕怡姊妹 李寶玲姊妹 李燕怡姊妹

錢敏琪姊妹

陳雋明弟兄

林溢敏姊妹

周敏儀姊妹

暫　停 暫　停

江慕慈姑娘

鄧顯昌弟兄

陳雅媛姊妹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徐俊榮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陳貽添執事 呂君達執事

陳志輝先生

鄧玉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暫　停

葉德誠弟兄 簡雪萍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一主日(1月10日) 聖誕節後第二主日 (白/金)(1月3日)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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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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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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撒迦利亞書 9-14 章、瑪拉基
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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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20-2021 年第二季的成人主日學課程現接受報名，上課形式暫定
以網上進行(zoom meeting)，若崇拜聚會安排有變，各課程的上課
時間可能會有改動。弟兄姊妹可於藍田堂網站及 facebook 上載的
海報參閱課程簡介。有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提交電子報名表。 

 

課程名稱 課程目的 導師 上課日期、時間 報名連結及 QRcode 

成人主日學 

【讓聖經的柔光 

照亮你心】 

藉聖經的故事和詩篇， 

引導我們感受人生的甜酸

辣，細察內心，並細味世態

背後上帝的美善，以療癒

破碎的心靈。 

江慕慈姑娘 1月 24日至 

4月 1日 

(逢星期日) 

早上 11：45至 

12:30 

http://bit.ly/354WZaa 

 

 
成人主日學-進階 

【基督教與社會

文化】 

本課程一方面認識基督教

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也

思考不同文化的融合問

題，擴闊信徒視野，使我們

的屬靈生命更豐盛。 

麥志成牧師 1月 24日至 

4月 1日 

(逢星期日) 

早上 11：45至

12:30` 

http://bit.ly/3aZJPil 

 

 

 

 

 

 

 

 

 

http://bit.ly/354WZaa
http://bit.ly/3aZJP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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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友蔡月媚姊妹母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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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會友何球弟兄(何瑞玲姊妹爸爸)，喪禮於 1 月 9 日上午十時在將

軍澳醫院入殮，隨即移往鑽石山火葬場安葬，求主安慰其家人。 

7) 會友梁國鵬弟兄丁父憂(梁鋭富先生)，喪禮於 1 月 11 日晚上在

世界殯儀館景行堂設靈，求主安慰其家人。 

8) 會友曾偉珩弟兄丁母憂(曾譚婉兒夫人)，喪禮於 1 月 13 日晚上

在萬國殯儀館設靈，求主安慰其家人。 

9) 會友蔡耀明弟兄安息禮定於 2021 年 1 月 16 日早上 10:00 在世
界殯儀館博愛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