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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被遺忘的顯現節 
 

一般在教會節期 (禮儀年)當中; 將臨期、聖誕節、復活節等較多被基督徒所重視

或被世人所關注及大肆慶祝和惦記。可是聖誕節期之後由一月六日開始之顯現節，

就很容易被基督徒及世人所遺忘。其實顯現節按照教會節期有兩個傳統; 一是慶

祝主耶穌基督降生從猶太的伯利恆傳揚至外邦，從而引起東方博士來朝拜的傳統。

另一是把主耶穌基督一生所作的向全世界人類彰顯。而顯現節期內容和意義是彰

顯主耶穌具備以下的身分作為焦點 : 上主的愛子、猶太人的王、婚宴的新郎、安

息日的主、上主的聖道、醫治的主、赦罪的主及平靜風浪的主等等……。目的在

提醒教會要努力傳揚主耶穌基督。 
 

顯現節帶給我們一群蒙主拯救罪人的默想價值在於; 神藉著聖靈一直向世人鍥而

不捨的顯現祂福音和救贖大能，以致世人才能在心靈深處明白福音真理及認識主

耶穌基督的話語，然後決志歸入基督的名下。就正如那幾個東方異教占星博士，

因看見天上從神而來的明亮星星而被引導去尋見主耶穌基督誕生的所在地。這顯

然是一個神性記號，讓人懂得尋求主的引領返回主的身邊得著與主同在的喜樂。 
 

另一方面愛人靈魂的主能向人彰顯祂醫治的大能; 就正如福音書中那位患有大痳

瘋、癱子、瘸腿、患血漏等各樣病症的人，當遇見和經歷主彰顯祂醫治的大能時，

這些患各樣病症軟弱的人均一一痊癒及得著福音的好處，然後跟從主。有時我們

面對著人生各個階段帶來的困難及逆境時，我們很容易會忘記主耶穌神性愛子身

分，從而只靠著自己及世上的資源能力去面對一切艱難，結果滿是苦痛的記憶。 
 

惟有當我們記得全心去宣告主能藉著許多人、事和物來彰顯祂救贖的大能。我們

便能經歷上主的榮光及擦亮我們生命中的黑暗，或遮蔽我們內心已久對主的不信，

然後帶著謙卑和感恩的心領受神帶給我們生命改變的大能。猶記得在 2011 年我

媽媽經歷突如其來的中風及後患有膽石急忙要進醫院施手術將膽石取出的經歷，

她人生第一次經歷從神而來的平安和被醫治，她在病癒後被聖靈引導願意相信主，

隨後親手將拜祭以久的偶像親自扔掉，並決志相信主耶穌基督。似乎看來是憂愁

軟弱患病的經歷，卻是上主向人所彰顯榮耀救恩之盼望。 

願主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並引領你經歷豐足恩惠新的一年!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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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六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顯現期第二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36 篇 7-9 節 (舊約 792 頁) 眾立 

7 神啊，你的慈愛何其寶貴！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蔭下。 

8 他們必因你殿裏的豐盛得以飽足， 

 你也必叫他們喝你那喜樂的泉水。 

9 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3. 讚美：主是真光 (普天頌讚 100 首) 眾立 

主是真光，我們歡欣頌揚，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主是真光，我們歡欣頌揚，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歡欣歌唱，同呼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歡欣歌唱，同呼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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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28 篇 (舊約 899 頁) 

1 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有福了！ 

2 你要吃勞碌得來的；你要享福，凡事順利。 

3 你妻子在你內室，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 

 你兒女圍繞你的桌子，如同橄欖樹苗。 

4 看哪，敬畏耶和華的人必要這樣蒙福！ 

5 願耶和華從錫安賜福給你！ 

 願你一生一世看見耶路撒冷興旺！ 

6 願你看見你的子子孫孫！願平安歸於以色列！ 

 

哥林多前書 12 章 1-11 節 (新約 262 頁) 

1 弟兄們，關於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 

2 你們知道，你們作外邦人的時候，隨事被引誘， 

受了迷惑去拜不會出聲的偶像。 

3 所以，我要你們知道，被神的靈感動的， 

沒有人會說「耶穌該受詛咒」；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人能說「耶穌是主」。 

4 恩賜有許多種，卻是同一位聖靈所賜。 

5 事奉有許多種，卻是事奉同一位主。 

6 工作有許多種，卻是同一位神在萬人中運行萬事。 

7 聖靈彰顯在各人身上，是要使人得益處。 

8 有人藉着聖靈領受智慧的言語； 

有人也靠着同一位聖靈領受知識的言語； 

9 又有人由同一位聖靈領受信心； 

還有人由同一位聖靈領受醫病的恩賜； 

10 又有人能行異能，又有人能作先知，又有人能辨別諸靈， 

又有人能說方言，又有人能翻方言。 

11 這一切都是由惟一的、同一位聖靈所運行， 

隨着自己的旨意分給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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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生命、真理、道路 (恩頌聖歌 109 首) 眾坐 

1 生命、真理、道路，人類所追尋； 
 歷代導師探究，今眾人求問︰生命有何價值？真理從何來？ 
 道路何處終結？真諦何所在？基督，永恒真神，屈尊成肉身， 
 人所尋索真諦顯於祂一身。 
2 基督，祢是道路，領人歸真神；祢是全知真道，真理化肉身； 
 豐盛生命根源，親經歷人生，捨命向罪誇勝，征服死權柄。 
 基督，生命、真理，通真神道路， 
 人類內心飢渴，從祢得滿足。 

8. 奉獻：迎主親臨 (普天頌讚 186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使徒行傳 1 章 1-11 節 (新約 179 頁) 眾坐 

1 提阿非羅啊，我在第一本書中已論到耶穌從 
 開頭所做和所教導的一切事， 
2 直到他藉著聖靈吩咐所揀選的使徒後， 
 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 
3 他受害以後，用許多確據向使徒顯明自己是活著的， 
 在四十天之中向他們顯現，並講說神國的事。 
4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 
 「不要離開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應許， 
 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 
5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過了不多幾天，你們要在聖靈裏受洗。」 
6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 
 「主啊，你就要在這時候復興以色列國嗎？」 
7 耶穌對他們說： 
 「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和日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9 說了這些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被接上升， 
 有一朵雲彩從他們眼前把他接去。 
10 他升上去的時候，他們定睛望天，看哪， 
 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他們旁邊， 
11 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 
 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升上天去， 
 他也要怎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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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直到地極 眾坐 

11. 回應：我的託付 (青年新歌 57 首) 眾立 

1 神，祢已將使命託交，命我委身不負祢所託， 

 期盼忠心宣告福音，讓世界得知主賜拯救。 

 祢本可差遣萬軍，差天軍天使傳大喜訊， 

 全是祢愛，屈尊、賜恩，使眾可分享光采共榮。 ** 

2 神，祢已經吩咐清晰，願我眾心不負祢所託。 

 如我不遵所託行事，內心必終究感到苦困； 

 願眾敬畏降服主，就似保守得救的心靈。 

 求讓眾心感應宏恩，親去願證所經歷恩惠。   ** 

3 神要眾今相顧手足，尚欠眾生得贖的恩債； 

 神賜美福，恩眷無盡，定要眾分享所領恩惠； 

 定要叫世人、罪魁，可聽真福音至少一次。 

 憑藉祢愛，買贖奴身，使眾獲幫助、盼望得慰。 **(間奏) 
 
** 願盡力忠於主所託，向世界宣講福音，緊緊催逼我心， 

 驅使我腳前往，願我向主全力效忠，一生願榮耀主名。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Praise to the Lord! the Almighty, 眾坐 

     the King of Creation by Gustav Mer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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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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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席: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讀經: 雷書昊弟兄 顧建德弟兄 雷書昊弟兄 邱頌詩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招待: 鄭倩雲姊妹 鄭　琦姊妹 黃盛霞姊妹 繆迺頌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何少鳯姊妹 周家揚弟兄 盧惠旋姊妹

當值: 鍾志堯弟兄 溫燕玲姊妹 林志剛弟兄 黃香娣姊妹

影音: 陳志立弟兄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梁睿熙弟兄

執事: 蔡頴鈞執事 陳貽添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鄒念龍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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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　- -　-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　- -　- 梁穎童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司事: -　- -　- 董明道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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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賢弟兄 黃敬熙弟兄

麥志成牧師

鄧美葆姊妹

呂君達執事

暂　停

麥浩澄弟兄 馬婉婷姊妹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暂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三主日（綠）(1月23日) 顯現期第二主日（綠）(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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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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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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中午 12:00 開始，兒童主日學：喜樂班、溫柔班、信實

班以 Zoom 形式上堂，直至另行通知。連結已在電話群組公

佈。 

5) 執事會訂於 1 月 20 日(四) 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

時間，並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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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前提交電子報名表。上課形式可能

因應防疫措施而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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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nSCBNSpvkpdSAf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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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我們也接受裝備，

繼續寫下「使徒行傳

廿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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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AwoAW1w59ShNiN7  

成人主日 這卷被譽為展示末世 麥志成牧師 1月 23 日(日) https://forms.gle/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vnSCBNSpvkpdSAfx9
https://forms.gle/vnSCBNSpvkpdSAfx9
https://forms.gle/GHAwoAW1w59ShNiN7
https://forms.gle/GHAwoAW1w59ShNiN7
https://forms.gle/VK1kaKbHSkcZcTw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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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進階 

【大結

局？翻轉

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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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共 10

堂 ) 

註：實體形式上

課 

VK1kaKbHSkcZcTw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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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vQiVXrjkUuq6m6A  

7)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8) 今日江慕慈姑娘外出講道。 

 
 

 

https://forms.gle/VK1kaKbHSkcZcTw66
https://forms.gle/WuvQiVXrjkUuq6m6A
https://forms.gle/WuvQiVXrjkUuq6m6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