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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福樂年年 

 

新年本是華人與親朋戚友歡聚的日子，更是信徒、信主家庭向未信的親友見證神在自

已及家人身上作為的好機會，過往多年，我們有沒有把握這每年的好機會？ 
 
2020 年全球的疫情，改變了「地球村民」的生活，也為我們帶來無數的汗水與淚水！

因為疫情，華人在農曆年間的拜年活動，也因而減少，甚或取消，不知這對大家的影

響有多大？以自已為例，除了親自到訪父母外，基本上沒有到訪親友、也沒有每年親

友間的開年聚餐，新年的氣氛大不如前！ 
 
我的大家姐先後安排了兩次的「網上拜年」，明顯每次參與的人數不多、話題不多，

草草了事；沒有任何深入交談，更談不上藉以見證神在自己身上一年的恩典。除了失

去作見證、說感恩之外，更少了機會再向未信的親友打開福音的話題，少了傳福音的

機會。 
 
藍田堂在上年年初安排了佈道會，已因應疫情的限制，兩次改期，最後訂於本年 4 月

24 日舉行，但會否再度更改，仍是未知數！因應實體聚會的限制，香港不同的堂會、

教會宗派也不斷探討如何善用網上的資源，繼續傳福音，讓更多未信的人可以「福樂

年年」，直到永恆。 
 
有一所九龍東區的宣道會堂會，邀請這區不同的堂會參與協辦「如何向父母傳福音」

網上講座。疫情某程度限制了傳福音的活動，但也開展及擴闊了網上的渠道，令信徒

的團契不受到地理上限制，可隨時隨地聯繫起來。現在這網上講座仍在籌辦中，若有

進一步的資料，一定通知大家。現在邀請大家為到這安排代禱，希望藍田堂可以成為

協辦的堂會；另外，大家也可以想想自己是否仍有未信主的父母？這網上的學習，會

否成為自已契機，再次從別人的經驗上學習，嘗試把福音傳給未信主的家人？ 
 
提摩太後書 4 章 

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導責備人，警戒

人，勸勉人。 

3 因為時候將到，那時人會厭煩健全的教導，耳朵發癢，就隨心所欲地增添好些教師， 

4 並且掩耳不聽真理，偏向無稽的傳說。 
 
經文中教導提摩太要逆時代去見證所信的，把所學到的聖經真道，在任何的境況中

也要傳揚。我們信了耶穌的人，也有相同的使命，好好學習聖經，並且把這聖經真

道傳到身邊各人，讓神所賜下的福樂，可以代代相傳。 
 

陳志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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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一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預苦期第一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90 篇 1、12、17 節 (舊約 854 頁) 眾立 

1 主啊， 

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12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17 願主－我們神的恩寵歸於我們身上。 

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 

我們手所做的工， 

願你堅立。 

3. 讚美：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美樂頌 28 首) 眾立 

1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我要唱。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用我口，向人傳講，祢大信實，祢大信實， 

用我口，向人傳講，祢大信實直到永遠萬代。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2 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到永遠，祂奇妙大作為。 

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到永遠，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 

誰能與我主相比？我主信實，我主信實， 

誰能與我主相比？我主信實直到永遠萬代。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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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耶穌賜平安 (美樂頌 68 首) 眾坐 

1 平安，這平安，渴望日日像雨點降下來。 

耶穌賜平安，每一刻一分心中載。 

它像小小嬰孩，恬靜靜地睡覺於母親邊， 

它像冬天的太陽，照耀世間温暖着你。 

2 平安，這平安，渴望日日伴我走世路程。 

耶穌賜平安，我擔憂的心得安慰。 

倚在主的身旁，掛慮漸漸盡散飄到天邊， 

靠在主的肩膀，軟弱也可安穩渡過。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25 篇 1-10 節 (舊約 779 頁) 

1 耶和華啊，我的心仰望你。 

2 我的神啊，我素來倚靠你；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敵向我誇勝。 

3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惟有那無故行奸詐的必要羞愧。 

4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 

 將你的路指教我！ 

5 求你指教我，引導我進入你的真理， 

 因為你是救我的神。我整日等候你。 

6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你的憐憫和慈愛， 

 因為這是亙古以來所常有的。 

7 求你不要記得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過犯； 

 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良善，按你的慈愛記念我。 

8 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因此，他必教導罪人走正路。 

9 他要按公平引領謙卑人，將他的道指教他們。 

10 凡遵守他的約和他法度的人，耶和華都以慈愛信實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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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1 章 12-18 節 (新約 363 頁) 

12 忍受試煉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經過考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 
 這是主應許給愛他之人的。 

13 人被誘惑，不可說：「我是被神誘惑」； 
 因為神是不被惡誘惑的，他也不誘惑人。 

14 但每一個人被誘惑是因自己的私慾牽引而被誘惑的。 
15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16 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被欺騙了。 
17 各樣美善的恩澤和各樣完美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 

 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 
 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18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生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成為初熟的果子。 

7. 回應 (奉獻)：主賜福你 (美樂頌 201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以斯帖記 2 章 1-8、21-23 節 (舊約 686 頁) 眾坐 

1 這些事以後，亞哈隨魯王的憤怒平息， 
 就想起瓦實提和她所做的，以及自己怎樣降旨辦她。 

2 於是王的侍臣對王說： 
 「請派人為王尋找美貌的少女； 

3 請王派官員在國中各省招聚所有美貌的少女 
到書珊城堡的女院，交給王所派掌管女子的太監希該， 
給她們香膏塗抹。 

4 王眼中看為好的女子可以立為王后，代替瓦實提。」 
 王以這話為美，就照樣做。 

5 書珊城堡中有一個猶太人名叫末底改， 
 是便雅憫人基士的曾孫，示每的孫子，睚珥的兒子。 
6 從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把猶大王耶哥尼雅和百姓從 
 耶路撒冷擄來，末底改也在被擄的人當中。 
7 末底改撫養他叔叔的女兒哈大沙，就是以斯帖， 
 因為她沒有父母。這女子容貌美麗；她父母死了， 
 末底改收她為自己的女兒。 
8 王的諭旨和敕令傳出之後，許多女子被招聚到書珊城堡， 
 交給掌管女子的希該；以斯帖也被送入王宮，交給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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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那時候，末底改坐在朝門，王有兩個守門的太監， 
 辟探和提列，惱恨亞哈隨魯王，想要下手害他。 
22 末底改知道了這件事，就告訴以斯帖王后。 
 以斯帖以末底改的名向王報告。 
23 這事經過查究後發現是真的，二人就被掛在木頭上。 
 這事在王面前記錄在史籍上。 

9. 信息：把握機會與機會主義 眾坐 

10. 回應：靠我靈成事 (青年新歌 50 首) 眾立 

1 高山將你前路隔阻，陷疑惑與恐懼。 
 放心靜聽親愛聖靈：高山終必下塌。  ** 
2 深水將你前路隔阻，這河又闊且深。 
 放心踏上水必消退，安抵岸邊地界。  ** 
3 火般苦困熬煉你身，令人沒法忍受。 
 看主基督君尊之子，共行並肩面對。  **  (間奏) 
4 單單靠神能力救拯，風也願聽指示； 
 壯膽踏上不必灰心，祂會開闢路徑。  ** 
 
** 非勢力，非勢力，靠我靈引導方會成事； 
 非勢力，非勢力；靠我靈引導前行。 
 這高山終必動搖，這大山要被移動； 
 這高山終必動搖；靠我靈引導前行。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永恆之君前導 (普天頌讚 717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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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　停暫　停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利珍寶姊妹 呂潔玲姊妹

-　-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利珍寶姊妹 呂潔玲姊妹

暫　停

劉翠琴姊妹

周敏儀姊妹

何晉輝弟兄

暫　停 暫　停

葉德誠弟兄 簡雪萍姊妹

李婉貞執事黃佩貞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徐俊榮執事 簡雪萍姊妹

陳永祐執事 莫雪貞執事

麥志成牧師

李敬因姊妹

姚添壽牧師

周　悠姊妹甄樂陶弟兄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二主日  (紫 ) (2月28日 )預苦期第一主日  (紫 ) (2月21日 )

上週奉獻總數: $68,310 本月累積奉獻: $246,430  (包括發展及購堂: $18,400)

本週獻花: 何晉輝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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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40 主知名 500 *0441 主知名 200 *0442 主知名 1000 *0443 主知名 1000 *0444 主知名 3400
*0445 主知名 8100 *0447 主知名 4500 *0448 主知名 2000 *0449 主知名 2000 *0451 主知名 1500
*0452 主知名 5000 U588 主知名 1600 U822 主知名 2000 V358 主知名 500 V359 主知名 500
V361 主知名 500 V363 主知名 300 V364 主知名 3000 W479 主知名 3000 W938 主知名 310
W939 主知名 5000

慈惠 : *0451 主知名 1500 V363 主知名 300 W939 主知名 3000
感恩 : *0446 主知名 3000 *0451 主知名 1500 U822 主知名 1000 V358 主知名 500 V363 主知名 300

W939 主知名 2000
發展 : *0441 主知名 200 W607 主知名 4000
其他 : U716 主知名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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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1V9wL2EyDR4ET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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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雅各書 4-5 章、彼得前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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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6) 會友蔡新奇弟兄於 2 月 2 日丁母憂(蔡黃變夫人)，安息禮於 2 月

27 日出殯及進行火葬儀式，求主安慰其家人。 

7) 會友袁蕙蓮姊妹於 2 月 9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8) 連卓欣、蘇碧雲夫婦於 2 月 18 日誕下女兒，母女平安，感謝主！ 

9) 今日江慕慈姑娘外出講道。 

https://forms.gle/Lm1V9wL2EyDR4ETR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