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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這段路，誰和你一起走？ 
 
媽媽自從做了手術之後，一下子好像衰老了十年，究竟是因為手術，還是我有
一段時間沒有好好注意她呢？中氣十足，辭鋒銳利的她好像已被疾病帶走了，
悄悄地成為回憶的一部份。很多人說年紀越大，越喜歡回憶。或許她心裏常常
掛念昔日的自己。有一次，她竟然一口氣吃了四個杮餅 (你知道甚麼是杮餅
嗎？) ，結果肚屙得很厲害。我和家人在家事法庭宣告她的罪狀時，她只笑笑
口輕聲說了一句：「想吃回以前的味道。」她不是貪吃，是希望尋回昔日的健康，
曾經擁有的自由和活力。昨天的味道，今日的回憶……  
 

兩代之間，這麼近，那麼遠。最親的人，有温度，也有張力和距離。在不同的
歷程中，心境若能互換，距離或許會拉近。 
 

《這段路，我們一起走》 (Missy Buchanan)這書，描寫的就是兩代之間埋在心
底的聲音，來自真實的人物，內容由人生主題到生活瑣事。其中一篇簡潔但細
膩描寫兩代對回憶的體會： 
 

「父母：當我感懷往昔，請把我帶回今天。教導我回望而不迷失。…… 每逢我
去看後鏡，求祢叫我看見我的一生中，祢那條信實之路是多麼的長。」 

「子女：那個充滿活力的人慢慢變成一幀泛黃的照片，我卻只能直視他在衰老
朽壞，也從中看見自己。上帝啊，不論我多珍惜昔日的回憶，但願我也能在這
條衰老的路上，創造出新的回憶來。」 
 

下一代在上一代的衰老中，看見自己對年老的恐懼和對年輕
的哀掉。上一代努力告別年青的自己，迎接不能逆轉的人生，
尋求新的可能。兩代的掙扎，兩顆心靈的對話，有差異也有重
疊，亦都同樣需要上帝參與其中。歲月，留下給你又會是一道
怎樣的痕跡呢？這書鼓勵我們在日常之中細味年月靜悄悄地
帶給我們身心的種種變化。 
 

這是一本需要用心去讀的書，無論你是別人的子女或父母。兩
代，甚至可以指過去、現在或未來的你。不同人生階段的你進
行的一場對話又會是怎樣的呢？你有甚麼說話想告訴那時的
你呢？ 

 

看了這本書，未必會令我們的人生沒有遺憾，到底很多遺憾來自人的有限。但
這書卻會讓我們在一些無可避免的遺憾之中帶來温度、釋懷和醫治。 
 

※ 疫情期間，藍田堂圖書館仍然開放，這書亦可供大家借閱。 

另外，若你未歸還已過期的圖書，亦可回教會續借或還書。※ 

江慕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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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一月廿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顯現期後第三主日 (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62 篇 5、11-12 節 (舊約 819 頁) 眾立 

5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 

 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11 神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見了，就是能力屬乎神。 

12 主啊，慈愛也是屬乎你，因為你照著各人所做的報應他。 

3. 讚美：頌讚主聖名 (生命聖詩 63 首) 眾立 

1 頌讚榮耀都歸主宰，至高全能真神， 

 祂愛世人，差獨生子為人受死捨身。  ** 

2 主名超乎萬名之名，至高至尊至聖， 

 今坐父神寶座右邊，天使崇拜奉敬。  **  (間奏) 

3 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和平全能之君， 

 統治天下萬國萬民，掌權無窮無盡。  ** 
 
** 頌讚主聖名，頌讚主聖名，頌讚與榮耀歸主名； 

 頌讚主聖名，頌讚主聖名，頌讚與榮耀歸主名。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惟有基督 (生命聖詩 57 首) 眾坐 

1 惟有基督是世上的真光；黑暗中降生，作我們的兄長。 

我們看見祂，就是看見父神，榮耀歸至高神。 

2 惟有基督是世上的和平；我們服事神，怎可藐視弟兄？ 

只有祂領人在父神裏相親，榮耀歸至高神。 

3 惟有基督是世人的生命；我們的兄長被人出賣捨生， 

救贖了我們，與父同享君尊，榮耀歸至高神。  (間奏) 

4 榮耀歸真神，惟獨歸祂名；榮耀歸真神：聖父，聖子，聖靈。 

榮耀歸真神，道成肉身為人，榮耀歸至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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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約拿書 3 章 1-5、10 節 (舊約 1386 頁) 

1 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約拿，說： 

2 「起來，到尼尼微大城去， 

 把我告訴你的信息向其中的居民宣告。」 

3 約拿就照耶和華的話起來，到尼尼微去。 

 尼尼微是一座極大的城，約有三天的路程。 

4 約拿進城，走了一天，宣告說： 

 「再過四十天，尼尼微要傾覆了！」 

5 尼尼微人就信服神，宣告禁食， 

 從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 
 
10 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神就改變心意， 

 原先所說要降與他們的災難，他不降了。 

  

馬可福音 1 章 14-20 節 (新約 53 頁) 

14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講神的福音， 

15 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信福音！」 

16 耶穌沿著加利利的海邊走， 

 看見西門和西門的弟弟安得烈在海上撒網； 

 他們本是打魚的。 

17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18 他們立刻捨了網，跟從他。 

19 耶穌稍往前走， 

 又見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他弟弟約翰在船上補網。 

20 耶穌隨即呼召他們， 

 他們就把父親西庇太和雇工留在船上，跟從了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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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應 (奉獻)：願有新心 (生命聖詩 362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5 章 25-32 節 (新約 118 頁) 眾坐 

25 「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裏。 

 他回來，離家不遠時，聽見奏樂跳舞的聲音， 

26 就叫一個僮僕來，問是甚麼事。 

27 僮僕對他說： 

 『你弟弟回來了，你父親因為他無災無病地回來， 

 把肥牛犢宰了。』 

28 大兒子就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出來勸他。 

29 他對父親說： 

 『你看，我服侍你這麼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令， 

 而你從來沒有給我一隻小山羊，叫我和朋友們一同快樂。 

30 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吃光了你的財產， 

 他一回來，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 

31 父親對他說： 

 『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32 可是你這個弟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 

 所以我們理當歡喜慶祝。』」 

9. 信息：我們的救主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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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應：潔淨我 (青年新歌 43 首) 眾立 

1 測透我心，今天透析罪我；救主我禱告，私意願祢知。 

 體察我心，若內藏污罪惡；淨化我心離開羞辱罪過。 

2 稱讚我主，洗清我身罪過；以祢的真理，請潔淨我心。 

 請以祢火，燒燬蒙羞舊我；教我渴想這一生榮耀祢。 

3 主，我一生，但願全都屬祢；願我的心裡，主愛日倍添。 

 管理我心，不驕傲、不自我；我今降服，要將心全屬祢。 

(間奏) 

4 懇賜復興，願聖靈挑旺我；此刻復興我，施美善聖工。 

 今日所需，主應許必念記；向主謙卑求恩福臨在我。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The acts of God are righteous 眾坐 

by Johann Krebs (1713-80)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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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李燕怡姊妹

暫　停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李燕怡姊妹

暫　停

林滿泰弟兄 李敬因姊妹

劉翠琴姊妹 陳玉燕姊妹

暫　停 暫　停

黃佩貞執事

簡雪萍姊妹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劉麗梅姑娘

吳綺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暫　停

徐俊榮執事 簡雪萍姊妹

陳永祐執事 蔡頴鈞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陳志輝先生

陳家興弟兄

潘裕圖弟兄

暫　停

黃永賢弟兄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後第四主日(1月31日) 顯現期後第三主日(1月24日)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20年12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6,671,938       304,349         268,299    2,800        5,450          10,500      17,300          

現金支出 6,306,399       484,742         435,339    1,000        -                 5,000        43,403          

現金流入/(流出) 365,539          (180,393)       (167,040)   1,800        5,450          5,500        (26,103)         

固定資產 13,405,697     13,405,697    282,362    -                -                 -                13,123,335   

銀行及現金結餘 3,390,737       3,390,737      978,642    657,132    1,046,764   140,207    567,991        

其他資產 70,635            70,635           56,235      -                -                 14,400      -                    

按揭貸款 (1,634,849)     (1,634,849)    -                -                -                 -                (1,634,849)    

其他負債 (588,632)        (588,632)       (584,932)   (2,000)       -                 -                (1,700)           
淨資產 14,643,586     14,643,586    732,306    655,132    1,046,764   154,607    12,054,777   

***********************************************************  財務摘要  ****************************************************

按

基

金

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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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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帖文或登

入 https://forms.gle/2niHsfstwFnidRPW6 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

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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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歌羅西書 2-4 章，帖撒羅尼迦

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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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詩班招募弟兄姊妹參與詩班司琴事奉，可與盧影媚姊妹、傳

道人陳志輝先生聯絡及查詢詳情。(建議須考獲鋼琴或風琴八級

以上) 

5) 本季青、成主日學課程已開始開課，已報讀主日學課程的弟兄姊

妹，請按各課程的日期和時間準時於網上上課。 
 

          

課程名稱 課程目的 導師 上課日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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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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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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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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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2niHsfstwFnidRP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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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疫情期間，本堂圖書櫃仍然開放供會眾借還圖書，並豁免逾期還

書費用，以鼓勵弟兄姊妹的屬靈生命持續成長。若情況許可，請

回來辦理還書手續，讓更多弟兄姊妹可借閱。 

7)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8) 執事會於 2021 年 1 月 21 日互選新一屆執事崗位，資料如下：。

請弟兄姊妹為新一屆執事禱告，求主親自帥領執事同心推動聖工。 

 

 

 

 

 

 

 

 

9) 會友賴文湘姊妹丁母憂 (賴譚雁夫人)喪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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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會友招楚筠姊妹丁母憂 (招姚麗華夫人)安息禮於 2 月 2 日下

午 2:30 伊利沙伯醫院舉行，隨即往沙田富山火葬場，求主安

慰其家人。 

 

事奉崗位 執事名稱 

副主席 余文耀 

司庫 黃佩貞 

行政 余文耀、陳永祐、莫雪貞、黃佩貞 

崇拜 陳永祐、蔡穎鈞 

教育 李婉貞、莫雪貞 

關顧 陳貽添、鄭慧芝 

差傳/佈道 余文耀、呂君達 

青少年 雷偉勝、徐俊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