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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在基督的愛裏互為肢體》 
 

  不經不覺踏入藍田堂事奉將要第五個年頭了! 若是以五味架 (甜、酸、苦、辣、鹹) 來

形容在藍田堂的服侍心路歷程的話;彷彿好像百般滋味在心頭樣樣都有嚐過 ! 然而甜在心

頭的會是在兒童部能跟四十多位兒童主日學老師和助教，在每星期遊走各個兒童主日學課

室教授聖經課程，而且每位兒童主日學老師均不持勞苦地在家中備課，為的是以聖經真理

幫助各兒童靈命成長。 此外，還有幾位兒童籌委會成員及執事四年以來參與事工忠心的

服侍和制訂每年兒童部各項大大小小事工和活動，卻成為小女子的好戰友。 還有一群在

兒童崇拜服侍的導師和司琴，能將從神而來的恩賜發揮帶領各兒童同心敬拜主，作為事奉

者的我也在教學的靈感上獲益良多及提升了事奉的素質。猶記得在疫情下未能開始實體兒

童崇拜，並改以攝錄形式製作網上兒童崇拜，疫情初期礙於兒童部的拍片工具不足，但見

各家長和學生相當包容我們的不足，其後有一位兒童主日學教師及其丈夫和執事出錢出力

奉獻了拍片工具給兒童部，令兒童部在製作網上崇拜方面日漸進步，在家中收看崇拜的兒

童和家長在聲畫質素上也較之前清晰多了。再者，記得有一次在網上兒童崇拜未能順暢播

放時，有影音執事乘坐的士飛奔回來教會協助處理電腦事宜，可見執事們的不計較的事奉

心志成為我們的好榜樣。 

 

  從以上種種的事奉經歷和弟兄姊妹事奉的生命，讓我感到很被激勵，也見證著藍田堂

有事奉心志的弟兄姊妹活出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十四至廿三節及廿五至廿六節所教導;「身

體原不只是一個肢體，而是許多肢體。假如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不能

因此就不屬於身體。假如耳朵說：「我不是眼睛，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

於身體。假如全身是眼睛，聽覺在哪裏呢？假如全身是耳朵，嗅覺在哪裏呢？ 但現在神

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一一安置在身體上了。 假如全都是一個肢體，身體在哪裏呢？但現

在肢體雖多，身體還是一個。 眼睛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

不著你。」不但如此，身上的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身上的肢體，我們

認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我們不雅觀的，越發裝飾得雅觀。免得身體不協調，

總要肢體彼此照顧。假如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假如一個肢體得光榮，

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以上經文提醒我們一群在基督裏互為肢體的弟兄姊妹，我們各人已領受或得著從神而

來的恩賜，不是用來互相比較能力的高下或是為著自己所得的恩賜而沾沾自喜，甚至輕看

那些在恩賜能力較弱的肢體，更不是成為貶抑他人的工具。主耶穌基督將百般恩賜賦予各

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目的為要眾信徒在教會生活當中彼此照顧、互相補足、扶助一些軟

弱的人或是造就一些在恩賜上不足的人，以致永生神的家因著信徒彼此合一和互相幫助下

得以建立起來，榮耀主名 !  

祝各位弟兄姊妹新年心意更新，靈命進步!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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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七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顯現期後第二主日 (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139 篇 23-24 節 (舊約 908 頁) 眾立 

23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24 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没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3. 讚美：阿利路亞頌歌飄揚 (普天頌讚 184 首) 眾立 

1 阿利路亞，頌聲飄揚，樂歌遍響聲迴盪，  
 阿利路亞，歡呼高唱，天軍應和多嘹亮，  
 站主座前事奉聖明，不停歌唱到永遠。 
2 阿利路亞，頌聲飄揚，傳遍撒冷慶自由， 
 阿利路亞，母親開懷，兒女成羣歌恩厚， 
 被擄子民向主哀訴，巴比倫哀歎煩憂。 
3 阿利路亞，我縱珍愛揚聲頌唱到永遠， 
 阿利路亞，歌中不忘，暫且靜默作結聯： 
 如主曠野祈禱禁食，捨棄世慾不容存。 
4 三一上主配得稱頌，求祢垂聽禱告恆， 
 我們直等至終復活，與眾聖徒共事神， 
 主寶座前歡欣歌唱，阿利路亞樂無垠。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古人喜樂 (普天頌讚 185 首) 眾坐 

1 博士、古人心喜樂，仰望景星作引導，欣然歡迎它光彩， 
 燦爛輝煌前路照；恩慈上主，懇顧念，使我仰瞻主榮耀。 
2 他們歡然走遠路，步向卑微馬槽牀，屈膝虔誠恭俯首， 
 人天尊崇大君王；我願快跑跟隨祢，尋覓救主顯恩光。 
3 他們走進破馬槽，珍貴禮物獻主前，願效他們滿喜樂， 
 自由、潔淨、遠罪愆；傾盡一切珍貴物，呈奉耶穌君王前。 
 （間奏） 
4 懇求基督領我眾行走天程窄路徑，待到世事成過去， 
 蒙救靈魂近主身；不需景星光照耀，因主榮輝永長明。 
5 他日光明天國中，不需星月太陽光，主是光華真喜樂， 
 主是永日永輝煌；那日我眾歌不息，阿利路亞頌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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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哥林多前書 6 章 12-20 節 (新約 254 頁) 

12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處。 

 「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我都不受它的轄制。 

13 「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神要使這兩樣都毀壞。 

 身體不是為淫亂，而是為主；主也是為身體。 

14 神已經使主復活，也要用他自己的能力使我們復活。 

15 你們豈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嗎？ 

 我可以把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嗎？絕對不可！ 

16 你們豈不知道與娼妓苟合的，就是與她成為一體嗎？ 

 因為主說：「二人要成為一體。」 

17 但與主聯合的，就是與主成為一靈。 

18 你們要遠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甚麼罪，都在身體以外； 

 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體。 

19 你們豈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嗎？ 

 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面的。 

 而且你們不是屬自己的人， 

20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體上榮耀神。 

  

約翰福音 1 章 43-51 節 (新約 140 頁) 

43 又過了一天，耶穌想要往加利利去。他找到腓力， 

 就對他說：「來跟從我！」 

44 這腓力是伯賽大人，是安得烈和彼得的同鄉。 

45 腓力找到拿但業，對他說： 

 「摩西在律法書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 

我們遇見了，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46 拿但業對他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嗎？」 

 腓力說：「你來看。」 

47 耶穌看見拿但業向他走來，就論到他說： 

 「看哪，這真是個以色列人！他心裏是沒有詭詐的。」 

48 拿但業對耶穌說：「你從哪裏認識我的？」 

 耶穌回答他說： 

 「腓力還沒有呼喚你，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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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拿但業回答他：「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50 耶穌回答他說： 

 「因為我說在無花果樹底下看見你，你就信嗎？ 

你將看見比這些更大的事呢！」 

51 他又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來。」 

7. 回應 (奉獻)：一切獻在壇上 (生命聖詩 465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以斯帖記 1 章 1-12 節 (舊約 685 頁) 眾坐 

1 這事發生在亞哈隨魯的時代， 

 亞哈隨魯從印度直到古實統治一百二十七個省， 

2 就是亞哈隨魯王在書珊城堡中坐國度王位的那些日子。 

3 他在位第三年，為所有官員和臣僕擺設宴席， 

 有波斯和瑪代的權貴，各省的貴族與領袖在他面前。 

4 他把他榮耀國度的豐富和他偉大威嚴的 

 尊貴給他們看了許多日子，共一百八十天。 

5 這些日子滿了，王又為所有住書珊城堡的百姓，無論大小， 

 在御花園的院子裏擺設宴席七日。 

6 院子裏有白色棉和藍色線，用細麻繩、 

 紫色繩繫在白玉石柱的銀環上， 

 又有金銀的床榻擺在紅、白、黃、黑大理石鑲嵌的地上。 

7 用金器皿盛酒，有很多不同的器皿， 

 照王的厚意提供豐富的御酒。 

8 飲酒有規定，不准勉強人，因為王吩咐宮裏所有的臣宰， 

 讓人各隨己意。 

9 瓦實提王后在亞哈隨魯王的宮內也為婦女擺設宴席。 

10 第七日，亞哈隨魯王飲酒，心中快樂， 

 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個太監米戶幔、比斯他、 

 哈波拿、比革他、亞拔他、西達、甲迦， 

11 請瓦實提王后頭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 

 讓各民族和官員觀看她的美貌，因為她容貌美麗。 

12 瓦實提王后卻不肯遵照太監所傳的王命前來， 

 所以王非常憤怒，怒火中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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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生存的智慧（一）「港女」的心理現象 眾坐 

10. 回應：我們有一故事傳給萬邦 (青年新歌 60 首) 眾立 

1 要向萬族述說震撼故事，讓眾心可歸正悔改， 

 滿真理，並憐憫、恩典，這故事滿真理亮光， 

 滿安穩、屬天平安。 ** 

2 來向萬族頌唱美妙歌韻，讓眾心可轉向上主， 

 這詩歌得勝罪惡、黑夜，粉碎利器，刀劍、利槍， 

 破損佩劍與矛槍。  **（間奏） 

3 要向萬族述說歡天喜訊，是那高天君尊上帝， 

 愛子賜萬民，贖價清付，將那上帝的愛盡顯， 

 已將犠牲的愛顯。  ** 

4 要使萬族認識救贖恩主，歷遍憂傷，祂甘步往， 

 要使眾世人，並各邦族，歸信上帝真確道理， 

 臣服主的真理中。  ** 
 
** 黎明會照遍，再不黑暗，期待正午燦爛陽光； 

而基督國度必會降臨，國度真光、愛澤臨。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主的完全平安 (生命聖詩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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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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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和平:

喜樂:

仁愛:

林滿泰弟兄

劉翠琴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後第三主日(1月24日) 顯現期後第二主日(1月17日) 

暫　停暫　停

麥志成牧師

李英楠姊妹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陳志輝先生

陳家興弟兄

暫　停

-　-

陳國榮弟兄 簡雪萍姊妹 黃永賢弟兄 簡雪萍姊妹

黃佩貞執事 莫雪貞執事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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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總數: $140,431 本月累積奉獻: $225,231  (包括發展及購堂: $22,340)

本週獻花: 陳可媚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0389 主知名 2000 *0390 主知名 2000 *0391 主知名 200 *0392 主知名 1000 *0393 主知名 1700
*0394 主知名 5000 *0395 主知名 2000 *0396 主知名 3000 *0398 主知名 2000 *0399 主知名 4000
*0400 主知名 1000 *0401 主知名 30000 T465 主知名 2500 U589 主知名 1600 U821 主知名 3000
V108 主知名 11730 V925 主知名 1000 V928 主知名 15400 W047 主知名 2000 W053 主知名 2100
W304 主知名 3000 W312 主知名 300 W314 主知名 3000 W774 主知名 6000

慈惠 : *0398 主知名 1500
感恩 : *0398 主知名 1000 *0399 主知名 2000 T835 主知名 1300 T839 主知名 1800 U821 主知名 1000

W052 主知名 1000 W300 主知名 2000 W310 主知名 2000
發展 : *0391 主知名 200 *0397 主知名 10000 T629 主知名 8000
鮮花 : W306 主知名 30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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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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以弗所書 5-6 章、腓立比書
1-4 章、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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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訂於 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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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年第二季的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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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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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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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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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t.ly/354WZaa
http://bit.ly/3aZJPil
http://bit.ly/391Bw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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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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 

（具體日期和時
間待定，導師會個

別通知） 

http://bit.ly/3588j5q 
 

 

 

6)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7) 會友賴文湘姊妹丁母憂(賴譚雁夫人) 1 月 27 日下午 5 時寰宇

殯儀館 311 堂設靈，1 月 28 日出殯，求主安慰其家人。 

8) 會友招楚筠姊妹於 1 月 13 日丁母憂(招姚麗華夫人)，求主安

慰其家人。 

 
 

 

http://bit.ly/3588j5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