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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將臨期」 

 「將臨期」是指到等候耶穌降生的四個禮拜，由最接近 11 月 30 日的主日開始計算，那

今年應該是十一月廿八日。「將臨期」標示教會年的開始，初期教會以猶太信徒為主導，他

們仍然以猶太人的宗教曆來慶祝基督教節日，例如耶穌被捉拿的那一天，就是猶太人的逾

越節，第二天就是他受苦被釘十字架的日子，接著就是猶太人的安息日，安息日後的早上

耶穌復活，四十天後耶穌升天，五旬節（逾越節後第 50 天，五旬即是 50）就是聖靈降臨的

日子。 

隨著外邦信徒增多，基督教信仰也脫離猶太信仰的傳統影子，開始形成自己的宗教曆，

既然耶穌基督是我們信仰的核心，很自然就以「將臨期」為開始—等候基督降生。與受苦

節、復活節不同，聖誕節並沒有猶太宗教曆相對日子，因為聖經沒有清楚的記載，事實上

初期教會信徒並沒有慶祝聖誕的傳統，直到基督教會成為羅馬唯一的宗教，基督教文化開

始取代羅馬的多神傳統，不但佔據偶像神廟，改為基督教堂，連異教節日也遭到「同化」，

包括十二月廿五日，本來異教慶祝太陽的節日，就變成慶祝耶穌降生的節日。以後為了讓

信徒好好準備慶祝耶穌降生的節日，就定立將臨期。 

 「將臨期」的四個主日，教會預備一個花環，放置四支蠟燭（今天不同的宗派有自己

的傳統，蠟燭的數目和顏色都不是一致，不過意義分別不大），每一個主日依次點亮一支蠟

燭，一方面提醒信徒距離耶穌降生的日子又接近一個星期了，另一方面，根據聖經耶穌是

世上的光，這光要為這黑暗的世界帶來希望，「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約 1：9），當然「將臨期」也不純粹只是個禮儀，也有實質的屬靈意義，傳統上每一個主

日都有一主題，讓信徒默想、反省來迎接耶穌降生： 

第一個主日（使用紫色蠟燭）：醒悟 

第二個主日（使用紫色蠟燭）：悔改 

第三個主日（使用粉紅色蠟燭）：喜樂 

第四個主日（使用紫色蠟燭）：平安 

 大概你也看出「將臨期」每個主日的主題，是我們靈性復興的提醒：醒悟—主耶穌快

降臨了，我們預備好去迎接了嗎？悔改—聖誕節不是慶祝會為主體，而是悔改，因為耶穌

來是要拯救罪人。喜樂—那些信主得蒙救贖的，當然是充滿喜樂了。平安—這個主日之後

就是耶穌降生的日子，他為世人帶來的就是平安。你預備好了嗎？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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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五日聖餐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主耶穌，求光照 (光之週期 5 頁 第一節) 眾坐 

來，主耶穌，求光照，祢真光遠勝燭光。 
求將歡樂、愛賞賜，虔誠候主應許再臨。 

3. 宣召：將臨節燃點燭光 (普天頌讚 127 首) (第二主日) 眾立 

主席：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同誦：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 
   就是“上主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4. 讚美：期待主耶穌 (普天頌讚 135 首)  眾立 

1 歷世期待基督耶穌，懇求來臨施拯救， 
 赦我罪孽，去我憂驚，賞賜屬天真自由。 
 以色列的安慰、力量，全地民眾心所望， 
 各邦、各國虔誠仰慕，飢渴心靈樂歡暢。 
2 降生世間救贖萬民，嬰孩本為大君王； 
 主來統治直到永遠，天國恩福今沛降。 
 基督差遣永恆聖靈管理人心掌王權； 
 高升信眾榮登寶座，藉主豐恩得成全。阿們。 

5. 祈禱：懇切呼召 (生命聖詩經文選讀 21 首) 眾立 

啓：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應：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 
啓：你們都來，買了吃； 
 不用銀錢，不用價值，也來買酒和奶。 
應：你們為何花錢買那不足為食物的， 
 用勞碌得來的買那不使人飽足的呢？ 
 你們要聽我的話，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樂。 
啓：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就必得活。 
 我必與你們立永約，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的恩典。 
應：凡勞苦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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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應：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 
 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他。 
啓：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 
合：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6. 歌頌：新郎近了！歡欣 (普天頌讚 138 首) 眾坐 

1 歡欣！歡欣！眾信徒，讓你明光照耀，日落西山漸暗晦， 
 漆黑長夜相繞，那新郎動身出發，不久快將駕臨， 
 振起！儆醒復期待！午夜召喚聲音。 
2 你燈是否已點亮，把它添滿燃油？ 
 趕快尋求主救拯，終結勞苦、罪尤。 
 婚姻宴席早預備，城門已經打開， 
 興起！榮光眾後嗣，新郎快將到來。   (間奏) 
3 我眾期待與盼望—耶穌今快顯現，萬眾渴望的紅日， 
 光照黑暗世間，高舉雙手獻心靈，求主容我看見— 
 全地得贖釋放日，永遠仰瞻主面。阿們。 

7. 誦讀經文 眾坐 

瑪拉基書 3 章 1-5 節 (舊約 1449 頁) 

1 萬軍之耶和華說：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來到他的殿； 
 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看哪，快要來到。」 
2 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候， 
 誰能立得住呢？因為他如煉金匠的火，如漂洗者的鹼。 
3 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人，必潔淨利未人， 
 熬煉他們像金銀一樣；他們就憑公義獻供物給耶和華。 
4 那時，猶大和耶路撒冷所獻的供物必蒙耶和華悅納， 
 彷彿古時之日、上古之年。 
5 萬軍之耶和華說： 
 「我必臨近你們，施行審判。 
 我必速速作見證，警戒那些行邪術的、犯姦淫的、 
 起假誓的、剝削雇工工錢的、欺壓孤兒寡婦的、 
 屈枉寄居者的和不敬畏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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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1 章 2-8 節 (新約 301 頁) 

2 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 

3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 

4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總是歡歡喜喜地祈求， 

5 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6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 

 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工作。 

7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 

 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是在捆鎖中， 

 在辯明並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 

8 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 

 這是神可以為我作證的。 

8. 詩班獻詩：凡有血氣 (來就主席筵 1 頁) 眾坐 

1 凡有血氣皆當靜默，敬畏戰兢齊立， 
 專注定晴屬天事物，聖道降世賜天福， 
 主神基督親臨世上，配得萬有同尊崇。 
2 王之王─由童女胎生，創世榮光顯大地； 
 主之主─取被造形狀，血肉身軀掩神光； 
 捨己身為人作糧食，預備供養分子民。 
3 使者眾軍隊列天班，站立謙恭夾道長。 
 亙古萬世光中真光，悄然降生墜塵寰， 
 為滅陰間墳墓權力，驅趕黑暗消死亡。 
4 座前撒拉弗喊聖哉，日夜掩雙眼事奉， 
 俯伏不斷宣主聲威：上主榮光滿天地，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榮耀歸予主至高！ 

9. 奉獻：Love Came Down at Christmas 眾坐 

10. 見證：蘇國明弟兄-午堂，何子健弟兄-午堂 眾坐 

11.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2 章 13-21 節 (新約 112 頁) 眾坐 

13 人群中有一個人對耶穌說： 
 「老師！請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產。」 
14 耶穌對他說： 
 「你這個人！誰立我作你們的判官， 
 或給你們分家產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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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於是他對他們說：「你們要謹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貪心， 
 因為人的生命不在於家道豐富。」 
16 然後他用比喻對他們說： 
 「有一個財主，田地出產豐富。 
17 他自己心裏想：『我的出產沒有地方儲藏，怎麼辦呢？』 
18 就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庫拆了，另蓋更大的， 

 在那裏好儲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 
19 然後要對我自己說：你這個人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 
 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樂吧！』 
20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就要你的性命， 
 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21 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12. 信息：窮得只剩下錢 眾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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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聖餐：In the Cross of Christ I Glory By Ithamar Conkey 眾坐 

15. 家事 眾坐 

16.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7. 殿樂：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 By Hugo Gehr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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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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陳何美寶師母 陳何美寶師母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讀經: 李芷珊姊妹 麥淑容姊妹 李芷珊姊妹 呂潔儀姊妹 陳卓欣姊妹 陳朝發弟兄 陳卓欣姊妹 鄧民亮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招待: 黎翠琼姊妹 林義妹姊妹 梁文耀弟兄 葉翠蓮姊妹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周潔頤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張滿嬌姊妹 何少鳯姊妹 黃菁菁姊妹 文玉玲姊妹 黃寶強弟兄 温美娟姊妹 謝月芬姊妹 丘嘉敏姊妹

當值: 溫燕玲姊妹 高燕萍姊妹 彭秀群姊妹 陳惠霞姊妹 麥永佳姊妹 張錦雲姊妹 招楚筠姊妹 方艾洲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陳卓欣姊妹 蔡加德弟兄 林溢謙弟兄 張淑敏姊妹 陳卓恩姊妹 許偉賢弟兄 鍾穎嵐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陳貽添執事 莫雪貞執事 蔡頴鈞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錢惠如姊妹 丘嘉敏姊妹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利珍寶姊妹 利珍寶姊妹

司琴: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林曉潼姊妹 林曉潼姊妹

讀經: 高　越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盧穎言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司事: 高正之小朋友 溫芷琳小朋友 陳頌諾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信實: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陳可媚姊妹 林溢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朱美儀姑娘 周敏儀姊妹 何艷愛姊妹 朱美儀姑娘 周敏儀姊妹 何艷愛姊妹

仁愛: 朱美儀姑娘 周寶頤姊妹 　 朱美儀姑娘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12月12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12月5日)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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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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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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恩典浸信會陳何美寶師母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哥林多前書》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
上載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
在生活中實踐。 

5) 福蔭團契於 12 月 11 日下午 2:00-4:00 聚會，由歐陽亦璋醫生
主講：「糖尿病/糖尿病前期知多 d」，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6) 12 月 12 日午堂後隨即在 102-03 室面見本年洗禮參加者，請
執事預留時間出席。 

7) 12 月 25 日上午 10:00 聯合聖誕崇拜(一堂)及洗禮，請肢體依
時出席，同來敬拜為我們降生的主基督。 

8) 2022 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於接待處，歡迎肢體認獻，奉獻金
額為$300 或以上。 

9)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負責辧公室行政及會計工作，處理
收支賬目，一般文書工作及辦公室行政事務，簡報製作及支
援堂會日常運作，須週六、日工作及有需要時於晚上上班。
應徵者須具備 LCCI 中級或以上的會計資歷及一般文書工作
經驗；熟悉電腦中文輸入法；主動盡責，善於溝通，重團隊
精神。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可向行政主任楊婉芳
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10) 會友何石肖碧姊妹(何林義妹姊妹之家姑)安息禮定於 12 月 19

日傍晚 6:30 在世界殯儀館舉行，12 月 20 日早上進行火葬禮。
求主安慰其家人。 

11) 會友盧影媚姊妹丁父憂 (盧煥湘先生)求主安慰其家人。 

12) 傳道人朱美儀姑娘於 12 月 7-9 日放假。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