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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聖靈工作 

 當十字架的陰影越來越接近的時候，耶穌向門徒表明離開的日子近了，門徒

都憂心忡忡，耶穌就安慰他們，告訴他們是為了預備地方去，將來必來接他們同

去，現在他要求父神賜下「保惠師」（Παράκλητον，呂振中譯本翻為「幫

助者」）來幫助他們：「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把一切

的事教導你們，並且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 14：26），這是耶

穌第一次提及聖靈將要來到。 

 然後耶穌經歷被釘在十字架、死亡、第三天復活，與門徒相處了四十天，他真

正離開的日子到了，就吩咐他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雖然這時候耶路撒冷因耶穌

的事仍然有點動盪不安，有些門徒為逃難而離開了，耶穌這樣吩咐是因為「約翰

是用水施洗，但過了不多幾天，你們要在聖靈裏受洗。」（徒 1：5），再過了十天，

聖靈果然來到。 

 五旬節（逾越節後第五十天）門徒照常聚集，聖靈就在大風和閃電中降臨，門

徒竟然說起各地的方言來，當時從不同地方來過節的人，聽到門徒說他們的鄉談，

就都驚奇起來，由此引起他們圍起來，使徒彼得就向他們講述耶穌就是他們所等

待的彌賽亞，一下子就有三千人信了主，聖靈果然來幫助信徒，教他們記起耶穌

的教導（參徒 2 章）。 

 熱心迫害基督徒的保羅信主後，在安提阿教會與幾位教會的領袖一起禁食祈

禱，聖靈就指示他們：「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做的工作。」（徒

13：2），於是教會就差派巴拿巴和保羅上路，帶領他們把主耶穌的福音廣傳開去，

這就是聖靈在我們中間的工作。 

 換言之聖靈的工作是用各種能力、恩賜幫助我們，挑起未信的人注意，然後

教我們以耶穌的教導，把福音傳開去，而且聖靈還會指示我們往那裡去。最近又

在某大快餐店租借地方，進行平民自助餐，可以這樣安排是因為與店長稔熟。應

該說是店長首先留意到我這顧客，主動來傾談，以後就有不同的員工來講心事，

福音就是這樣由聖靈引領傳開去，都是聖靈的工作。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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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一月二日聖餐崇拜程序 

聖誕節後第二主日 (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瞻祢榮光 (光之週期 28 首) 眾坐 

道成肉體榮光，住我中間滿真理、恩典， 

從父上帝差來，見證真光源。我眾瞻祢榮光。 

3. 宣召：詩篇 119 篇 97-98 節 (舊約 891 頁) 眾立 

97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裏，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4. 讚美：奮起！真光已臨 (普天頌讚 181 首) 眾立 

1 奮起！真光已臨！聖靈呼召頻傳： 

 上主神聖光輝照耀，榮光待你廣宣。 

2 奮起！真光已臨！敞開牢獄之門， 

 報告被擄今得自由，貧者佳音得聞。 

3 奮起！真光已臨！除掉憂傷苦困， 

 治癒一切破碎心靈，安慰哀慟之人。  （間奏） 

4 奮起！真光已臨！群山歡呼歌唱！ 

 如鷹展翅，興起飛騰，靠主大能剛強。 

5.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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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頌：晨星輝煌 (普天頌讚 187 首) 眾坐 

1 明亮晨星超眾星，光輝燦爛，洞照我幽暗，步步領前路； 

 東方景星耀天邊，異采輕泛，導引尋覓小聖嬰，救贖主。 ** 

2 馬槽冰冷，看露珠閃爍晶瑩，牛馬之所，聖子降貴屈尊， 

 嬰孩安枕熟睡，天使尊聖明：崇拜同宣創造主、救世君。 ** 

3 理應相報以名貴稀世珍寶：東方乳香─祭物神聖芬芳， 

 山中碧玉、海裏珍珠多嬌肖，林中沒藥、礦田黃金生光。 ** 

 (間奏) 

4 華麗豐富財寶獻主皆徒然，上主悅納豈是物質寶珍？ 

 崇敬真誠比祭品更加美善，虛心虔禱實貴重，神垂允！  ** 
 
** 明亮晨星超眾星，光輝燦爛，洞照我幽暗，步步領前路； 

 東方景星耀天邊，異采輕泛，導引尋覓小聖嬰，救贖主。 

7.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19 篇 97-104 節 (舊約 891 頁) 

97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裏，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99 我比我的教師更通達，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100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謹守你的訓詞。 
101 我阻止我的腳走一切邪路，為要遵守你的話。 
102 我沒有偏離你的典章，因為你教導了我。 
103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104 我藉著你的訓詞得以明白，因此，我恨惡一切虛假的行徑。 

 

以弗所書 1 章 3-14 節 (新約 293 頁) 

3 願頌讚歸給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裏曾把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賜給我們。 
4 因為他從創世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滿有愛心。 
5 他按著自己旨意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到稱讚； 
 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白白賜給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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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藉著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 
 過犯得以赦免，這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8 充充足足地賞給我們的。他以諸般的智慧聰明， 
9 照自己在基督裏所立定的美意，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0 要照著所安排的，在時機成熟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11 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 
 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萬事的神照著自己的旨意所預定的， 
12 為要使我們，這些首先把希望寄託在基督裏的人， 
 頌讚他的榮耀。 
13 在基督裏你們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使你們得救的福音， 
 你們也信了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神的子民得救贖， 
 使他的榮耀得到稱讚。 

8. 詩班獻詩：聖誕頌歌 (A&O 合唱曲集) 眾坐 

那天有引路天使指引荒野牧人， 
領他們瞻見耶穌─馬槽在伯利恆。 
東方博士有景星，亮光明如白天， 
他們見主光輝─在聖誕夜顯現。 
他們蒙引領朝見主耶穌真神尋找必尋見祂，接祂進你內心。
那希律也尋找祂，眾博士趕路奔波，天使消聲匿跡； 
若真誠尋求救主，只需獻上你心。 
牧羊人與眾博士必聽聞你樂音。 
他們蒙引領朝見主耶穌真神尋找必尋見祂，接祂進你內心。
專一付出心意，尋主必尋得見， 
眾天使天軍頌歌，領你見永生王。 

9. 奉獻：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眾坐 

10.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20 章 20-26 節 (新約 126 頁) 眾坐 

20 於是他們窺探耶穌，打發奸細裝作好人， 

 要在他的話上抓把柄，好把他交給總督處置。 

21 奸細就問耶穌： 

 「老師，我們知道你所講所教的都很正確， 

 也不看人的面子，而是誠誠實實傳神的道。 

22 我們納稅給凱撒合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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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耶穌看出他們的詭詐，就對他們說： 

24 「拿一個銀幣來給我看。這像和這名號是誰的？」 

 他們說：「是凱撒的。」 

25 耶穌對他們說：「這樣，凱撒的歸凱撒，神的歸神。」 

26 他們無法當著百姓在他的話上抓到把柄， 

 又因他的對答而驚訝，就閉口不言了。 

11. 信息：神的歸神 眾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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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聖餐：At the Cross 眾坐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O Come, All Ye Faith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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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促進會所有，獲授權使

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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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陳姑娘 陳姑娘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讀經: 柯綽瑤姊妹 甄志賢弟兄 柯綽瑤姊妹 黃翰濤弟兄 林恩庭姊妹 陳迪麟弟兄 林恩庭姊妹 陳其銘弟兄

司琴: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林耀尊弟兄 李淑蓮姊妹 陳惠霞姊妹 黃香娣姊妹 康　全弟兄 李淑蓮姊妹

司事: 顧建德弟兄 黃慧儀姊妹 何美蘭姊妹 李思敏姊妹 廖文華弟兄 張滿嬌姊妹 袁麗娟姊妹 丘嘉敏姊妹

當值: 張漢榮弟兄 朱麗程姊妹 古海劍弟兄 曾建恆弟兄 黃翠屏姊妹 葉德誠弟兄 羅志威弟兄 彭秀群姊妹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李芷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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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美珍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黃佩貞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楊婉芳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義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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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梁穎心小朋友 朱曉鋒小朋友 鄔瑜正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司事: 陳頌妍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陳頌諾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温柔: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一主日（綠）(1月9日) 顯現節 (金)(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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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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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蔭團契於 1 月 8 日下午 2:00-4:00 聚會，由物理治療師溫衛

民弟兄主講：「齊齊動起來」，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5) 今天崇拜後進行本年事奉人員招募，請弟兄姊妹按聖靈感動

填妥表格放入收集箱或登入以下連結填寫，截止日期為 1 月

9 日下午 1 時。https://forms.gle/kETeffhDHDkNzJj38  

6) 2022 年 1 月至 3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

查閱。 

7) 崇拜職事人員季會定於 2022 年 1 月 16 日上午 10:20 於禮堂

召開，請所有相關的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成

人主日學暫停，兒童詩班改在 105 室練習。 

8) 2021-2022 年第二季的青成聖經課程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

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於 16/1(日)或以前提交電子報名表。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報名連結 

初中主日

學【舊約

人物睇真

D】 

讓學員透過觀察經文

及發問，實踐信仰。 

陳志輝牧師、 

黃敬熙先生、

陳樂獻先生 

1月 23 日(日) 

開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註：實體形式上

課 

https://forms.gle

/vnSCBNSpvkpdSAfx

9  

高中主日

學 

【門訓學

堂：使徒

行傳教我

們的事】 

耶穌極為看重門徒訓

練，祂用三年半的時

間與門徒相處，並且

成為他們的榜樣，讓

他們有學習的對象。

今日，藉著訓練和事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1月 23 日(日) 

開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註：實體形式上

課 

https://forms.gle

/GHAwoAW1w59ShNiN

7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kETeffhDHDkNzJj38
https://forms.gle/vnSCBNSpvkpdSAfx9
https://forms.gle/vnSCBNSpvkpdSAfx9
https://forms.gle/vnSCBNSpvkpdSAfx9
https://forms.gle/GHAwoAW1w59ShNiN7
https://forms.gle/GHAwoAW1w59ShNiN7
https://forms.gle/GHAwoAW1w59ShNi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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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我們也接受裝備，

繼續寫下「使徒行傳

廿九章」！ 

成人主日

學-進階 

【大結

局？翻轉

啟示錄】 

這卷被譽為展示末世

的「天書」，不少人

都渴望大結局來到。

本課就是要翻轉啟示

錄來探視當中的秘

密，究竟本書對我們

有何啟示，又不會忽

視對最初的讀者的信

息。 

麥志成牧師 1月 23 日(日) 

開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共 10

堂 ) 

註：實體形式上

課 

https://forms.gle

/VK1kaKbHSkcZcTw6

6  

週二晚間

網上課程-

初級 

【歸回安

息的人

生】 

信仰裏面的安息，不

在乎環境、時間、順

逆，那在於甚麼呢？

本課程藉經文和反思

文章，透過不同的生

活主題，和你一同反

思和操練上帝給與的

心靈安息。 

江慕慈姑娘 1月 25 日(二) 

開課，逢星期二 

晚上 8：30至 

9:30  (共 7堂 ) 

註：以 zoom 形式

上課 

https://forms.gle

/WuvQiVXrjkUuq6m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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