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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恩典滿滿迎風雨 
 

這星期是新年，希望以詩篇六十五篇向大家提早拜年。這是詩人

經歷上帝降雨讓大地有收成的感恩詩。神啊！人都等候讚美你，

向你還所許的願(1 節) 。你現正等待甚麼呀？疫情完結？疾病痊

癒？股巿復甦？若你過去經歷上帝賜下的雨水，經歷供應和生命

成長的豐收，詩人提醒我們要還願感謝讚美祂呀，一切不是必然

的。 

 

「有福」(4 節) 這字原本的意思是快樂。那對詩人來說快樂是甚

麼？自己的罪能被上帝赦免，並有上帝的同在，這就是美福滿足 (4 節)。若果

2022 年是風高浪急，我們在船中怎樣渡過呢？那就倚靠那位安定諸山和平靜風

浪的創造主(5-7 節)。舊約的文化背景，只有神明可以平靜風暴，例如巴力就是

掌管風雨的神。所以詩人提醒讀者耶和華勝過人們崇拜或懼怕的神明。你懼

怕，要崇拜的是誰呢？突然刮起的暴風，你會奮力抓實船上的槳或帆？發狂的

撥走船上的水？叫醒安睡的耶穌，準備發炮責備祂嗎？平靜安穩在於敬畏有能

力駕馭萬事萬物的主，搖晃不安在於我們被外在的風浪湧進心裏的土地，看不

見風浪中主的同在。那些氾濫可怕的海水是由你的心湧出來的…… 

 

你以恩惠 (原本意思是美好) 為年歲的冠冕 (11 節)。神以美好的心

意讓我們的日子閃出榮耀。就算人看為逆風，上帝也可讓逆風成就

祂對你的美意。上帝行的路徑留下的是油脂，不是蕉皮(11 節) ，

因此我們要堅持走在祂的路上就不會滑倒呢。 

                                                       

 

 

江慕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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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四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71 篇 5-6 節 (舊約 829 頁) 眾立 

5 主耶和華啊，你是我所盼望的；自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 

6 我自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要常常讚美你! 

3. 讚美：阿利路亞頌歌飄揚 (普天頌讚 184 首) 眾立 

1 阿利路亞，頌聲飄揚，樂歌遍響聲迴盪， 

 阿利路亞，歡呼高唱，天軍應和多嘹亮， 

 站主座前事奉聖明，不停歌唱到永遠。 

2 阿利路亞，頌聲飄揚，傳遍撒冷慶自由， 

 阿利路亞，母親開懷，兒女成群歌恩厚， 

 被擄子民向主哀訴，巴比倫哀歎煩憂。 

3 阿利路亞，我縱珍愛揚聲頌唱到永遠， 

 阿利路亞，歌中不忘，暫且靜默作結聯： 

 如主曠野祈禱禁食，捨棄世慾不容存。 （間奏） 

4 三一上主配得稱頌，求祢垂聽禱告恆， 

 我們直等至終復活，與眾聖徒共事神， 

 主寶座前歡欣歌唱，阿利路亞樂無垠。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上主愛子 (普天頌讚 188 首) 眾坐 

1 耶穌誕生剛滿八天，起名按迦百列所言， 

 曾向童女顯現說明：救主降世買贖罪人。 

2 時候滿足，已經來臨，祂被帶往耶路撒冷， 

 入殿奉上，禱告虔誠，為主聖嬰祭物獻呈。 

3 “上主！孩子奉獻歸祢，藉祂生命成就主旨。” 

 西面年老，得見應許，宣告先見上主曉諭： 

4 “釋放祢僕平安離世，因我已見救恩聖子： 

 祂是真光─照耀萬世，神子顯彰，喜樂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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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耶利米書 1 章 4-10 節 (舊約 1115 頁) 

4 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5 「我尚未將你造在母腹中，就已認識你； 

 你未出母胎，我已將你分別為聖， 

 派你作列國的先知。」 

6 我就說： 

 「唉！主耶和華，看哪，我不知道怎麼說，因為我年輕。」 

7 耶和華對我說： 

 「不要說『我年輕』，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 

8 你不要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 

 這是耶和華說的。」 

9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住我的口，對我說： 

 「看哪，我已將我的話放在你口中。 

10 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拔出， 

 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哥林多前書 13 章 4-13 節 (新約 263 頁) 

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 

 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9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10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消逝。 

11 我作孩子的時候，說話像孩子，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既長大成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12 我們現在是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
我如今所認識的有限，到那時就全認識，如同主認識我一樣。 

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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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頌神奇恩 (恩頌聖歌 37 首) 眾坐 

1 遠超稱頌的真神，今我們獻敬拜， 

 揚聲歌頌祢奇恩─詩歌難償的愛！ 

 因我們惟能感恩，驚歎祢賞賜豐， 

 賜祝福數算難清，不斷憐憫施恩； 

 主，我們振作心靈，恭候聽祢聖言， 

 向祢敬獻頌讚聲，歡呼頌祢威嚴。 

2 求施恩救主傾聽，悅納所獻的愛， 

 願蒙恩典的眾生忠心奉敬拜。 

 將來無論在何方，遭遇是禍是福， 

 願終生勝過痛傷，向祢頌揚歡呼， 

 仰瞻恩主的榮美，不斷誇祢作為， 

 以頌讚祢為光輝，歡欣敬獻心祭。 

8. 奉獻：我們愛 [讓世界不一樣] (讚美之泉) 眾坐 

9. 信息經文：詩篇 23 篇 (舊約 777 頁) 眾坐 

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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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耶和華救我，耶和華的愛追著我 眾坐 

11. 回應：奇異恩典 (青年新歌 1 首) 眾立 

1 神賜恩典，甘美難言，除我一生罪愆！ 

昨天失喪，神願挽回，慈愛真光今見。 

2 宏闊恩典，使我生畏，除我驚慌惶恐； 

認信之時，蒙受恩惠，無價恩典寶貴。 

3 曾有許多圈套險徑，曾有許多困苦； 

此恩牽引，沿路安寧，還領歸家路程。 （間奏） 

4 如我安居天國萬年，榮美真光常顯; 

 頌讚稱揚，仍未改變，還似恩典初見。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Air John Blow (1649 -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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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讚美之

泉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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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插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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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

仁愛:

李敬因姊妹 譚慧冰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李寶玲姊妹 黃愛娣姊妹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姊妹 李芷珊姊妹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暂　停 暂　停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暂　停

張淑敏姊妹 同工 葉德誠弟兄 同工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麥浩澄弟兄 馬婉婷姊妹 麥浩澄弟兄 馬婉婷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黃佩貞執事

李敬因姊妹

余泳恩小朋友

鄧玉芬姊妹

劉卓曈姊妹

*** 合 堂 *** *** 合 堂 ***

梁國強博士

吳綺薇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志輝牧師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五主日（綠）(2月6日) 聖餐顯現期第四主日（綠）(1月30日) 

上週奉獻總數: $46,865 本月累積奉獻: $333,752  (包括發展及購堂: $28,650)

本週獻花:  曾建恆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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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12 主知名 4500 *0813 主知名 2000 *0814 主知名 4500 *0815 主知名 100 *0816 主知名 200
*0817 主知名 7000 *0818 主知名 2000 U226 主知名 1000 U227 主知名 2175 U228 主知名 100
V497 主知名 1000 W972 主知名 500 X552 主知名 6000 X678 主知名 1500 X734 主知名 4000
X908 主知名 1330

感恩 : *0816 主知名 300 U222 主知名 500 V495 主知名 3000 V496 主知名 1000 W972 主知名 500
發展 : *0814 主知名 300 *0816 主知名 200 U223 主知名 2400 U225 主知名 200
其他 : W972 主知名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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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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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讀經計劃將讀《民數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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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建道神學院實習部主任梁國強博士蒞臨本堂證道。 

5) 2 月 1-3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