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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三年讀經計劃 

 

 若你有參加我們的三年讀經計劃的話，必定知道計劃接近尾聲了，大概你也

想不到可以堅持到現在吧。讀經計劃當然是鼓勵弟兄姊妹勤讀聖經，不過也要考

慮大家生活忙碌，所以不能操之過急，像筆者教會以往提議以一年來讀完，經計

算只要每天讀三章經文就可以，聽起來不算太多，不過計劃過了一半，已經有不

少人落後，漸漸乾脆就放棄了，所以才改為每天讀一章，應該不需要十五分鐘就

可讀完，這樣成功率會高一點吧。 

 筆者還「以身作則」，把當日的經文撮寫下來，好表示與大家一起讀，並不是

只會口說，而沒有行動參與—當然筆者已看過全本聖經多次了，但讀聖是沒有完

的一天吧。以後還嘗試從經文中選取「金句」與大家分享，看大家的回應似乎比

整章經文更有興趣，是最意想不到的。過去也曾送出小禮物以作鼓勵，不過大家

並不「稀罕」這丁點的東西，而且過去一年大家根本也少來教會，這樣的鼓勵難

以再有什麼變化，也就不了了之。無論如何，這些都是想鼓勵弟兄姊妹多讀聖

經，從中去認識神的真理，和領受神話語的祝福。 

 當然這讀經計劃還有很多不足之處，首先很難知道大家讀經的情況，有沒有

按時完成？雖然呼籲大家每天「點讚」網頁，不過看回應的數目似乎沒有反映真

實情況—還是真的只有為數不及半百的信徒參加？無論如何這樣的讀經方法，只

強調讀而有點不求甚解，這也是以往筆者所遇到的問題，往往遇上難明的經文就

會茫無頭緒，漸漸就會失去興趣，就算勉強讀下去，也不會得到很大的益處，有

方法可以取得平衡點嗎？ 

 讀經計劃約在三月中完成，既然讀經是不會停下來的，所以筆者提議延續下

去，汲取過去三年的經驗，時間長短其實不是決定性因素，反而是對經文的理解

更為重要，所以我們的「讀經計劃 2.0」將會加上簡單的經文解釋，起碼讓大家能

夠掌握經文大意，那麼就不會讀完後不明所以。當然這樣讀經就需要更長時間，

不過大家既然能渡過三年的試煉，應該靠主的恩典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

且還考慮每次加上一點應用和思考，務求使大家從讀經中得最大的益處。不知大

家有何看法？或有更精明的安排，請給筆者一點回應。謝謝大家參與。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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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二月七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後第五主日 (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147 篇 1、7、11 節 (舊約 914 頁) 眾立 

1 哈利路亞！歌頌我們的神是美善的， 
 因為他是美好的，讚美他是合宜的。 
7 你們要以感謝向耶和華歌唱，用琴向我們的神歌頌。 
11 耶和華喜愛敬畏他和盼望他慈愛的人。 

3. 讚美：迎主親臨 (普天頌讚 186 首) 眾立 

1 迎迓降世上主，親自到祂聖殿， 
未派天軍隨行顯彰君王威嚴， 
未見歡呼夾道恭候上主駕臨。 

2 母懷卻似寶座—安穩臂彎胸前，受她温柔守護， 
抱擁安舒睡甜，屬天嘉賓此來訪探祂父聖殿。 

3 約瑟謙恭、驚訝，站馬利亞之側，西面手抱嬰孩， 
滿心神聖喜樂，眼中應許之子，光榮照耀邦國！ （間奏） 

4 歡呼！首生的主，為眾贖價還清，太初真道聖子， 
降卑甘取人形，捨身拯救被囚，釋罪奴、解拘禁。 

5 普照世界之光，兒女候盼、默念，來進我心主殿， 
罪愆蒙祢赦免，藉此坦然奉呈，靠主覲父聖顏。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榮耀基督顯明 (普天頌讚 183 首) 眾坐 

1 榮耀基督，道成肉身，永恆大愛世上顯明： 
 求以眾心永遠為家，容我得居榮光之境。 
2 人類生活繁忙、乾枯，麻木、疲憊，漠不關心： 
 求主耀照黑蔭世界，醫治、重建—顯主光明。 
3 榮光初露約但河畔，罪眾同領新生活泉， 

覺醒上主與人同居，因此洞照言行分寸。 （間奏） 
4 世界真光充滿萬邦，求來更新信、愛、希望， 
 引導眾子進祢平安，如昔景星領到主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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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40 章 21-31 節 (舊約 1060 頁) 

21 你們豈不知道嗎？豈未曾聽見嗎？ 

 難道沒有人從起頭就告訴你們嗎？ 

 自從地的根基立定，你們豈不明白嗎？ 

22 神坐在地的穹窿之上，地上的居民有如蚱蜢。 

 他鋪張穹蒼如幔子，展開諸天如可住的帳棚。 

23 他使君王歸於虛無，使地上的審判官成為虛空。 

24 他們剛栽上，剛種好，根也剛扎在地裏， 

 經他一吹，就都枯乾；旋風將他們吹去，像碎稭一樣。 

25 那聖者說：「你們將誰與我相比，與我相等呢？」 

26 你們要向上舉目，看是誰創造這萬象， 

 按數目領出它們，一一稱其名， 

 以他的權能和他的大能大力，使它們一個都不缺。 

27 雅各啊，你為何說，以色列啊，你為何言， 

 「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我的冤屈神並不查問」？ 

28 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未曾聽見嗎？ 

 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 

 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 

29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30 就是年輕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哥林多前書 9 章 16-23 節 (新約 258 頁) 

16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耀的， 

 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 

17 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 

 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給我了。 

18 這樣，我的賞賜是甚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 

 使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我用盡了傳福音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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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雖然是自由的，不受人管轄， 

 但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為贏得更多的人。 

20 對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贏得猶太人； 

 對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 

 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贏得律法以下的人。 

21 對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 

 為要贏得沒有律法的人； 

 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22 對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贏得軟弱的人。 

 對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我總要救一些人。 

23 凡我所做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共享這福音的好處。 

7. 回應 (奉獻)：將最好的獻主 (生命聖詩 462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腓立比書 2 章 1-11 節 (新約 302 頁) 眾坐 

1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任何勸勉，若有任何愛心的安慰， 

 若有任何聖靈的團契，若有任何慈悲憐憫， 

2 你們就要意志相同，愛心相同， 

 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樂得以滿足。 

3 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貪圖虛榮； 

 只要心存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他本有神的形像，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 

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 

8 就謙卑自己，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9 所以神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0 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 

11 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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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喜樂新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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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聖餐：Blest are the pure in heart 眾坐 

by Cesar Franck 1822-1890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主活在我心 (生命聖詩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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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芬姊妹

- -

林溢敏姊妹

陳雋明弟兄

暫　停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呂潔玲姊妹

暫　停

暫　停

當值執事

麥志成牧師

呂潔玲姊妹

鄺淑芬姊妹

暫　停

雷偉勝執事 簡雪萍姊妹

余文耀執事 呂君達執事陳貽添執事 徐俊榮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陳志輝先生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後第六主日(2月14日) 顯現期後第五主日(2月7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43,026 上月奉獻總額: $408,961  (包括發展及購堂: $28,160)

本週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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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19 主知名 7000 *0420 主知名 2000 *0421 主知名 200 *0422 主知名 4000 *0423 主知名 1540
*0424 主知名 2000 *0425 主知名 800 R005 主知名 1000 U505 主知名 8700 U517 主知名 1000
U926 主知名 7500 V177 主知名 800 W085 主知名 1200

感恩 : *0423 主知名 300 U517 主知名 600 V182 主知名 700
發展 : *0421 主知名 200 *0423 主知名 220 R005 主知名 1000
差傳 : *0423 主知名 220
教育 : *0423 主知名 220 R005 主知名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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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登入 https://forms.gle/FB3TaLEZNWVKH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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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提摩太前書 4-6 章、提摩太
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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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2、13、15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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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會友莫譚發弟兄 (莫雪貞執事之父親)於 1 月 25 日安息主懷，
安息禮於 2 月 10 日晚上 7:30 於世界殯儀館 402 室舉行，2 月
11 日早上往和合石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7) 會友蔡新奇弟兄於 2 月 2 日丁母憂(蔡黃變夫人)，求主安慰
其家人。 

 

 

 

https://forms.gle/FB3TaLEZNWVKH6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