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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Boxing Day「拆禮物日」 

 聖誕日後第二天，稱為 Boxing Day 傳統稱為拆禮物的日子，許多地方仍然

是個假期，只是與宗教完全沾不上什麼關係的「節日」。然而照 BBC（英國廣播

電台）網站指出，這節日是來自十九世紀維多利亞女皇時代，原來與拆禮物無關。

起初是較富裕者在這一天，「包裹」（boxing）禮物送給貧窮的人，工人在這一天

從僱主收到禮物，還有一天的假期。 

 西方教會其實也有參與 Boxing Day 的善舉，他們會特別從會眾的奉獻中，撥

出一些金錢來，分發給有需要的人，許多教會先把金錢放入小盒子中（通常是盛

載鞋子的盒），在聖誕日收集起來（boxing ），第二天「拆禮物日」送出去，讓收

到的人打開。當然今天教會都會直接把金錢送出去，不一定要使用盒子了。 

 聖誕日熱愛足球比賽的英國人，卻在這天停止所有足球比賽。不過在五零年

代之前，聖誕日仍然有足球比賽舉行，球迷在比賽場中大吃大喝，令有宗教感的

人感到不自在，所以 1957 年聖誕日的足球比賽，成了最後的節日比賽，以後就

再沒有聖誕日的比賽了，順理成章「拆禮物日」就成了各級足球比賽的大日子了，

過了神聖的聖誕日，球迷又可在球場中放縱自己了。 

 當然對許多人來說，「拆禮物日」其實就是「冷飯剩菜」的日子，有時可能維

一整個星期，因為大多數人為了過聖誕而預備過多的食物，就只是那只四、五公

斤重的火雞，就足以提整個星期的火雞三文治、咖哩火雞、火雞餡餅等等菜色了，

不過只是一年一度，大概許多人都不太介意。 

 香港的教會在五、六十年代，也曾在聖誕日、「拆禮物日」向貧窮者送出禮物，

為貧困家庭提供食物，向街上流浪的街童送上玩具，筆者少時也收過不少這樣的

禮物，隨著社會環境改善，教會也少有如此行善。不過當自己有能力時，就想起

要與其他缺乏的人分享，除了分享耶穌降生的信息，也分享在節日收到禮物的喜

悅，把歡笑帶給仍生活在困苦中的人。 

 

 

麥志成牧師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誕後第一主日（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歌羅西書 3 章 16-17 節 (新約 310 頁) 眾立 

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 

 用詩篇、讚美詩、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 

 以感恩的心歌頌神。 

17 你們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 

 藉著他感謝父神。 

3. 讚美：同頌基督誕生 (普天頌讚 161 首) 眾立 

1 聖嬰生於小伯利恆－同頌基督誕生： 

 來賜我們豐盛生命，公義顯於世塵； 

 貧乏之中傳播福音：瞎眼喜見亮光， 

 破碎心靈得主醫治，被囚終獲釋放。 

2 聖嬰生於小伯利恆－世間充滿不公， 

 神國子民實踐主旨，奮力抵抗歪風。 

 貧弱群眾仍遭壓迫，飢餓哀求食物， 

 無數困憊，徒勞覓尋枕首、安身之處。 

3 聖嬰生於小伯利恆－成長，改變世間， 

 效主，眾需更新心志：珍惜人性尊嚴； 

 大地饒富物資同享，浪費、貪婪杜絕， 

 以愛關心彼此需要，必致供應超綽。 

4 聖嬰生於小伯利恆－我眾寶物呈獻： 

 承諾以善以義心志，此生努力實踐， 

 同為勞苦弱勢鳴冤，護佑困貧老幼， 

 廣宣基督降世佳訊－全地公義尋求。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願主來臨 (普天頌讚 165 首) 眾坐 

1 耶穌，求來臨，慶祝祢降生，雖非昔日馬槽，但願不嫌屈就。 

2 請來，小嬰孩－童貞女感孕，天父賜獨生子：創造宇宙嗣子。 

3 來，冰冷瑟縮，祢哭難平伏，除無客店安身，更少信是寶珍。 

4 甘卑微恩主，來此身居住，感受人類悲、喜，帶來救贖醫治。 

5 主，恩賜、實像，來，分擘天糧，景星今仍指向， 

 沒藥有待膏獻。 

6. 誦讀經文 眾坐 

出埃及記 13 章 1-3 上、11-15 節 (舊約 93 頁) 

1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2 「頭生的要分別為聖歸我； 

 以色列中凡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 

3 摩西對百姓說：「你們要記念從埃及為奴之家出來的這日， 

 因為耶和華用大能的手將你們從這地領出來。   
11 「當耶和華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將你領進迦南人之地，

把那地賜給你的時候， 

12 你要將一切頭生的獻給耶和華； 

 你牲畜中頭生的，公的都歸耶和華。 

13 然而，凡頭生的驢，你要用羔羊贖回； 

 若不贖牠，就要打斷牠的頸項。你兒子中的長子都要贖出來。 

14 日後，你的兒子問你說：『這是甚麼意思？』你就說： 

 『耶和華用大能的手將我們從埃及為奴之家領出來。 

15 那時法老固執，不肯放我們走，耶和華就把埃及地所有頭生的，
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殺了。 

  



 

 

希伯來書 1 章 1-6 節 (新約 345 頁) 

1 古時候，神藉着眾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說話， 

2 末世，藉着他兒子向我們說話，又立他為承受萬有的， 

 也藉着他創造宇宙。 

3 他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4 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貴，所以他遠比天使崇高。 

5 神曾對哪一個天使說過：「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又說過：「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呢？ 

6 再者，神引領他長子進入世界的時候，說：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7. 詩班獻詩：寒冷淒清冬夜 (恩頌聖歌 141 首) 眾坐 

1 寒冷凄清冬夜，風呼嘯疾吹，地如堅硬鋼鐵，石般硬的水； 
 雪上雪花飄落，冰上蓋─雪，那是千百年前，一凄冷寒夜。
2 高天不夠容納，地不足承當，地與天必消逝，當祂來作王；
 但在那個冬夜，一座陋馬棚，竟已足夠迎納，耶穌─全能神。 
3 無數天使歡唱，歌聲震穹蒼，萬眾擠擁天上，皆歡慶頌揚；
 祂慈母卻溫柔，輕吻聖嬰孩，存童貞女真純，向祂獻敬拜。 
4 像我卑微清貧，甚麼可奉獻？若我身為牧人，羊羔獻主前，
 若是學者身份，必盡本─分，惟我傾盡所能，寸心獻我神。 

8. 奉獻：主的完全平安 (生命聖詩 330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耶利米書 1 章 11-19 節 (舊約 1119 頁) 眾坐 

1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甚麼？」 

 我說：「我看見一根杏樹枝。」 

12 耶和華對我說： 

 「你看得不錯；因為我要看守我的話，使它實現。」 

13 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我，說：「你看見甚麼？」 

 我說：「我看見一個水燒開的鍋，從北而傾。」 

14 耶和華對我說： 

 「必有災禍從北方發出，臨到這地所有的居民。 

15 看哪，我要召北方列國的萬族。這是耶和華說的。 

 他們要來，各安寶座在耶路撒冷的城門口， 

 周圍攻擊城牆，又要攻擊猶大的一切城鎮。 



 

 

16 這民離棄我，向別神燒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 

 我要針對這一切惡行，向他們宣讀我的判決。 

17 所以你當束腰，起來，將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話都告訴他們； 

 不要因他們驚惶，免得我使你在他們面前驚惶。 

18 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 

 對抗全地和猶大的君王、官長、祭司，並這地的百姓。 

19 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過你，因為我與你同在， 

 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10. 信息：踏進看不見的將來 眾坐 

11. 回應：每一天 (青年新歌 7 首) 眾立 

1 深知道過去每一刻光陰，遭試煉，力量我主願賜； 

 不需要再困惱每天擔心，倚靠父預備，細心極致。 

 上帝心仁慈無邊不可測，神定有最美好的計劃， 

 一生裡，縱滿有喜憂相偕，主愛護，日夜賜安泰。 

2 深知道，晝晚我主施恩惠，祂每日極願意親步近； 

 祂甘背我重擔賜給安慰，祂滿是力量，每天導引。 

 父疼惜孩兒能傾出一切，神定意這應許必兌現； 

 祂應允賜我能力終此世，今我願盡力以心獻。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Angels from the Realms of Glory 眾坐 

   By Henry T. Smart, 1813-79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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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使用。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主席: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李燕怡姊妹 陳　諾弟兄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甄志賢弟兄 方早晞姊妹 黃翰濤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曉晴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曉晴姊妹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黃菁菁姊妹 黃香娣姊妹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林耀尊弟兄 李淑蓮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呂玉潔姊妹 李敏池弟兄 邱頌詩姊妹 顧建德弟兄 黃慧儀姊妹 何美蘭姊妹 李思敏姊妹

當值: 麥淑容姊妹 馬君蕙姊妹 曾偉珩弟兄 鄧民亮弟兄 朱麗程姊妹 古海劍弟兄 曾建恆弟兄

影音: 陳志立弟兄 李雪葵姊妹 雷偉勝執事 梁睿熙弟兄 葉德誠弟兄 李芷珊姊妹 蔡加德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雷偉勝執事 陳永祐執事 黃佩貞執事

插花/司數: 鄒念龍弟兄 蔡加德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讀經: 盧穎言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梁穎心小朋友 朱曉鋒小朋友

司事: 董明懿小朋友 李卓恩小朋友 陳頌妍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信實: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温柔: 陳可媚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朱美儀姑娘 周敏儀姊妹 何艷愛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朱美儀姑娘 　 周寶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誕期第二主日 (金)(1月2日) 聖餐聖誕後第一主日（金）(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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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讀經計劃《阿摩司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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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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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2 月 27 日及 2022 年 1 月 1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6) 2022 年 1 月 2 日、9 日將進行事奉人員招募，請弟兄姊妹為

明年在崇拜事奉的參與禱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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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會友盧影媚姊妹丁父憂 (盧煥湘先生) 12 月 27 日下午 5 時後

於世界殯儀館 3 樓明德堂設靈，28 日出殯(無宗教儀式)，求

主安慰其家人。 

9) 傳道人江慕慈姑娘於 12 月 28 日至 31 日放假。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