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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聖誕快樂？ 
 

在剛過去的聖誕大家過得快樂嗎？ 

 

在聖誕及新年期間，相信大家都收到很多以不同方法送來的祝福，「聖誕快樂」、「新

年快樂」是必不可少的祝福說話。在 12 月的一個晚上，與家人到尖沙咀海旁欣賞香

港夜景，有「東方之珠」之名的香港，維港兩旁大廈的燈飾是世界知名的美景。因

為疫情，這本來是旅客必到的景點，已變得人流稀疏，也變得寧靜，人面全非下，

海旁的燈光依舊。但令我詫異的，是 12 月的維港兩旁竟然沒有聖誕燈飾，在尖沙咀

眺望香港島，只得一座大廈外牆有一丁點兒特別的佈置，而整片尖沙咀海旁的大

廈，要行到尖東才遇到有一連幾座的樓宇外牆有相應的佈置，這都是疫情的影響

嗎？ 

記起過往多年，在聖誕期的日

子，常常提醒信徒聖誕的主角

是誰？外出旅遊、購物送禮、

美酒佳餚，甚至是聖誕老人，

都取代了主耶穌降生的重點。

今年呢？這些偏差都不再出

現，但連報佳音、子夜崇拜，

實體的聖誕讚美聚會，也一併

消失了，大家的感受如何？如

果有一天，香港已沒有聖誕假

期，也沒有商場的聖誕消費活動，聖誕期間大廈外牆的聖誕燈飾盡都消失了，我們

也不用再提醒周遭的人聖誕的主角是誰，這是一種甚麼的變化？是好？是壞？ 

 

在教會年的編排中，今天是顯現期的第一主日，按照資料介紹； 

「顯現期（Epiphany）主要講述博士來朝拜耶穌基督，耶穌成長和受洗。另外，亦

強調耶穌的傳道事工是要顯出上帝的榮耀，最後則是登山變像的故事。」 

 

今年的 2 月 17 日是聖灰日，是預苦期的開始。雖然教會年不是宣道會的傳統禮儀，

但宣道會的成立，正正是要包容不同宗派的傳統。在教會年當中有很多地方對今日

的教會有莫大裨益，也值得信徒好好學習。當仍能在生活中、思想當中自由地去實

踐信仰，我們要好好珍惜，好好善用這些日子。 

陳志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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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一月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一主日（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創世記 1 章 1 節、詩篇 29 篇 1、10-11 節  眾立 

    (舊約 3 頁、783 頁) 

1 起初，神創造天地。 

29：1 神的子民哪，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 

 都歸給耶和華！ 

10 耶和華坐在洪水之上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11 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 

 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 

3. 讚美：真神聖道顯肉身 (普天頌讚 192 首) 眾立 

1 感恩讚美歌嘹亮，頌主耶穌聲高揚， 

景星燦爛天邊現，遠方聖哲亦瞭然， 

興起大衞公義苗，小伯利恆誕主道， 

讚美詩歌敬奉呈—真神聖道顯肉身！ 

2 約但河邊受水禮—君尊、祭司、主先知； 

至高貴賓迦拿宴—萬有主宰坐席筵， 

神聖權能主顯彰，以水變酒共分享， 

讚美詩歌敬奉呈—真神聖道顯肉身！ 

3 求主賜賞祢恩典—信心瞻見祢聖面， 

在主教會仍顯現：尋者得生—應許言， 

將來上主榮耀顯，認主愛火光輝現， 

讚美詩歌敬奉呈—真神聖道顯肉身！  (間奏) 

4 施恩使眾識主面—真理聖道鏡在前， 

願眾效法遵聖範，生活無懼路愈難， 

靜待那天主顯現，眾亦肖主，山之巔： 

真神聖道顯肉身！真神聖道顯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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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永恆神光 (普天頌讚 191 首) 眾坐 

1 上主永恆神光煌煌，羣星未造已顯榮輝， 

 發出能力，驅走黑暗，明光投射顆顆心懷。 

2 忍耐之光自加利利臨在，祢開瞎子眼睛， 

 盡消可怖漆黑之日，願我立志居住光明。 

3 仁愛之光自加略山，正午太陽拒釋光采， 

 十架卻發寬恕恩光，待眾效主：遭虐，顯愛。 

4 亙古永遠應許之光， 

 從祢恆存寶座發出榮光日增直到那天— 

 完全顯彰，真光共沐。 

6. 誦讀經文 眾坐 

創世記 1 章 1-5 節 (舊約 3 頁) 

1 起初，神創造天地。 

2 地是空虛混沌，深淵上面一片黑暗；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3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4 神看光是好的，於是神就把光和暗分開。 

5 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一日。 

 

羅馬書 6 章 1-11 節 (新約 233 頁) 

1 這樣，我們要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使恩典增多嗎？ 

2 絕對不可！我們向罪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 

3 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 

就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 

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是要我們行事為人都有新生的樣子， 

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5 我們若與他合一，經歷與他一樣的死， 

也將經歷與他一樣的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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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們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 

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隸， 

7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 

8 我們若與基督同死，我們信也必與他同活， 

9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人中復活， 

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10 他死了，是對罪死，只這一次；他活，是對神活著。 

11 這樣，你們也要看自己對罪是死的， 

在基督耶穌裏對神卻是活的。 

7. 回應 (奉獻)：晨星輝煌 (普天頌讚 187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2 章 25-35 節 (新約 89 頁) 眾坐 

25 那時，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 

 這人又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 

 又有聖靈在他身上。 

26 他得了聖靈的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
27 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 

 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著孩子進來，要照律法的規矩而行。 

28 西面就把他抱過來，稱頌神說： 

29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容你的僕人安然去世； 

30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31 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32 是啟示外邦人的光，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33 孩子的父母因論耶穌的這些話就驚訝。 

34 西面給他們祝福，又對孩子的母親馬利亞說： 

「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 

又要成為毀謗的對象， 

35 叫許多人心裏的意念顯露出來；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劍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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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追隨不一樣的鼓聲 眾坐 

10. 回應：主是我心盼望根源 (普天頌讚 697 首) 眾立 

1 主是我心盼望根源，祂必更新我信靠， 

藉著事物改變、遷移，導向真實、美善道。 

居於天，不可見，卻召我心趨主前。 

2 驕矜人類貪慕虛榮，刀槍、冕冠使失信， 

營營役役、積聚金銀，依仗高臺即倒傾。 

大能主，可信靠，必作我高臺、居處。 

默想：3 上主良善廣大、永存，聖智精深超思想， 

祢是真光、生命威煌，自“無”創造美萬象。 

天地新，祢為源；興起，崇尊萬有神。 

4 地上同尊永恆真神，敬獻頌歌美詩辭， 

 揚聲歡欣超越、殷切，謝主恩賜祂愛子。 

 主基督召我眾：跟祂腳蹤不傾覆。阿們。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願主賜福看顧你 (普天頌讚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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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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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　停 暫　停

林溢敏姊妹

林　瑧

暫　停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陳貽添執事 呂君達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麥志成牧師

李英楠姊妹

暫　停

陳國榮弟兄 簡雪萍姊妹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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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後第二主日(1月17日) 顯現期第一主日(1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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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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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瑪拉基書 2-4 章、以弗所書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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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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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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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 

睇真 D】 

讓學生透過觀察經文

及發問，實踐信仰。 
陳麗樟姑娘、

吳可淇弟兄、

陳樂獻弟兄 

1 月 17 日開始 

(逢星期日) 

早上 11：45 至

12:30 

http://bit.ly/391BwzZ 
 

 

高中主日學 

【我們與 

信的距離】 

透過閱讀舊約人物的

人生場景，反思信仰

的力量及其觸動人心

之處，發現我們與信

心的距離，一同默想

及踐行基督教信仰。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1 月 17 日至 

4 月 1 日 

（具體日期和時間

待定，導師會個別

通知） 

http://bit.ly/3588j5q 
 

 

http://bit.ly/354WZaa
http://bit.ly/3aZJPil
http://bit.ly/391BwzZ
http://bit.ly/3588j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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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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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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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會友蔡耀明弟兄安息禮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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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