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靈修 

冷酷的虎年新歲 

 想不到踏入虎年仍未能走出疫症陰霾啊! 而部分港人家庭成員更因著多

區有確診個案而被納入圍封及強檢，在天寒地凍下排長龍做檢測或因圍封強檢未

能外出實在不是味兒。我想這個虎年的農曆新年能一家團聚齊齊整整吃一頓飯或

與親友間能自由地互訪見面，在這虎年顯得額外奢侈及得來不易呢 ! 而且虎年賀

歲在疫情嚴峻之下更顯得蕭條冷清，各區地點家家戶戶也未聽見很多歡樂的笑聲

和氣氛，然而這蕭條冷酷的虎年確實跟動物界的老虎特性有點相類似。 
 

根據維基百科資料顯示 ; 按照中國曆法計算 2022 年屬虎年; 又名壬寅年。亞

洲的老虎來自東北錫零特山脈之熱帶沼澤及樹林。於 20 世紀初老虎在全球數量

有 10 萬隻，至 2020 年世界自然基金會估計全球僅存 3900 隻，皆因地球上有些

非法捕獵者不斷捕獵所致，所以老虎在動物界已成為瀕臨絕種的動物。老虎天性

屬獨居動物，每隻老虎均喜歡在自己大面積領土範圍過著隔離生活，牠的天性就

是不與其他同類老虎交往 (在交配時期除外)。其次老虎喜歡在黎明前到日落期間，

以捕獵豬、鹿、羚羊、水牛及野牛作食物充飢及維持生命。還有牠具有敏銳聽力、

夜視力、可自由縮尖爪、粗狀犬齒及身上的黑色條紋有助捕食時隱藏自身。 
 

可見老虎的特質有時成為我們人類在屬靈追求上或是待人處事上一點點啟

迪 ; 第一、我們在傳福音的使命上或在事奉上太過自我隔離或是只關心眼前屬於

自己範圍的事工，對於其他部門事工就漠不關心並非好事。又或在傳福音上掉棄

愛人靈魂之心，致使未得之民沒有聽福音的機會 ;  那就需要效法主耶穌主動出

擊傳福音給身邊未信朋友和栽培初信者，我想主耶穌的事奉榜樣也不是如此冷漠

對待福音未得之民。相反主耶穌本有猶太人的身分，卻主動在井旁跟撒瑪利亞外

邦婦人談道關心她的心靈需要。第二、我們在屬靈生命上有否像老虎般對聖靈的

提醒或神的話語具有敏銳聽力，以致我們在行事為人上不隨波逐流用了世界的價

值觀處事，而是在疑惑時耐心等候主的心意成就及用聖經教導的價值觀來活出生

命見證，榮神益人呢 ! 第三、當我們獲得了神所賜下的恩賜才幹時，我們有否適

時隱藏及謙卑自己，與及不將所得的恩賜與他人比較高下，因為主所賜給人的恩

賜是用來建立教會及造就信徒。就好像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本有神的形像，卻不堅

持自己與神同等;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

謙卑自己，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我們在新的一年裏檢視一下自己的內在生命及信仰生命有否心意更新

而變化? 把那不冷不熱和不進則退的信仰生命送走，迎接追求屬靈成長的生命，

然後將以上三個屬靈特質; 熱心踴躍傳揚福音給未信親朋、以聖經的價值觀處世

及效法基督的心為心作隱藏自己及謙卑服侍主和人。 

藉此在這虎年恭祝大家「虎躍龍騰揚主恩、虛懷若谷顯主心!」 

 

 

朱美儀姑娘



 

(特別嗚謝 : 麥牧師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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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主任：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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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顯現期第七主日（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37 篇 39-40 節 (舊約 795 頁) 眾立 

39 義人得救是出於耶和華，在患難時耶和華作他們的避難所。 
40 耶和華幫助他們，解救他們； 
 他解救他們脫離惡人，把他們救出來，因為他們投靠他。 

3. ：讚美主奇妙救贖 (生命聖詩 79 首) 眾立 

1 但願萬民都來歌唱，讚美救主聖名， 
 讚美上主君王榮耀，頌揚主恩豐盈。 
2 耶穌聖名能除驚惶，慰我心中憂傷， 
 好像妙樂進入耳中，使我平安健康。 
3 祂已消滅罪惡權勢，解脱罪人捆鎖， 
 惟主寶血能除罪跡，也洗淨我罪過。  (間奏) 
4 懇求恩主慈愛父神，助我到處宣揚， 
 將主聖名奇妙救恩，傳遍地極四方。 
5 但願榮耀，頌讚，大愛，永遠歸與真神， 
 天上地下教會信眾，一同稱頌主恩。 

4. 祈禱 眾立 

5.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03 篇 1-13 節 (舊約 865 頁) 

1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凡在我裏面的，都要稱頌他的聖名！ 

2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一切的恩惠！ 
3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醫治你一切的疾病。 
4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地府，以仁愛和憐憫為你的冠冕。 
5 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滿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6 耶和華施行公義，為所有受欺壓的人伸冤。 
7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使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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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惠，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9 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10 他沒有按我們的罪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 
11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12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13 父親怎樣憐憫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憫敬畏他的人！ 

 

哥林多前書 15 章 35-42 節 (新約 267 頁) 

35 但是有人會問：「死人怎樣復活呢？他們帶著甚麼身體來呢？」
36 無知的人哪，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37 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要有的形體， 
 無論是麥子或別樣穀物，都不過是子粒。 
38 但神隨自己的意思給它一個形體， 
 並叫各樣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 
39 不是所有的肉體都是同樣的：人是一個樣子， 
 獸又是一個樣子，鳥又是一個樣子，魚又是一個樣子。 
40 有天上的形體，也有地上的形體； 
 但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個樣子， 
 地上形體的榮光又是一個樣子。 
41 日有日的光輝，月有月的光輝，星有星的光輝； 
 這星和那星的光輝也有區別。 
42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會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6. 奉獻：獻給我天上的主 (敬拜 Crossover，4) 眾坐 

7. 信息經文：使徒行傳 1 章 12-26 節 (新約 179 頁) 眾坐 

12 有一座山，名叫橄欖山，離耶路撒冷不遠， 
 有安息日可行走的路程。 
 那時，門徒從那裏回耶路撒冷去， 
13 他們一進城，就上了所住的樓房； 
 在那裏有彼得、約翰、雅各、安得烈、腓力、 
 多馬、巴多羅買、馬太、亞勒腓的兒子雅各、 
 激進黨的西門，和雅各的兒子猶大。 
14 這些人和幾個婦人，包括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和耶穌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恆切禱告。 
15 那時，有許多人聚會，約有一百二十名， 
 彼得在弟兄中間站起來，說： 
 



 

 

 

16 「諸位弟兄，聖經的話必須應驗。聖經中， 
 聖靈曾藉大衛的口預先說到那領人來拿耶穌的猶大； 
17 他本來算是我們中的一個，並且得了這一份使徒的職任。 
18 這人用他不義的代價買了一塊田，以後身子仆倒， 
 肚腹崩裂，腸子都流出來。 
19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這事， 
 所以按著他們當地的話把那塊田叫亞革大馬， 
 就是「血田」的意思。 
20 因為《詩篇》上寫著： 
 「願他的住處變為廢墟，無人在內居住。」 
 又說：「願別人得他的職分。」 
21-22 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出入的整段時間， 
 就是從約翰施洗起， 
 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 
 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一起的人中， 
 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 
23 於是他們推舉兩個人，就是那叫巴撒巴， 
 又稱為猶士都的約瑟，和馬提亞。 
24 眾人禱告說： 
 「主啊，你知道萬人的心， 
 求你從這兩個人中指明你所揀選的是哪一位， 
25 去得這使徒的職任； 
 這職位猶大已經丟棄，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26 於是眾人為他們搖籤，搖出馬提亞來； 
 他就和十一個使徒同列。 

8. 信息：做應該做的事 眾坐 

 

 

 

 

 

 

 



 

 

 

9. 回應：成全主的旨意 (青年聖歌 III 144 首) 眾立 

1 只要相信救主，只要靠祂應許，只要每日確信屬於主， 

 只要與主同行，隨著聖靈帶領，只要跟隨無論往何處。 ** 

2 當道路最黑暗，心所望都消沈，只要相信主必然明瞭， 

 只順服主旨意，只相信並等候，只靠在主胸懷享安息。 ** 

3 我的心就輕省，我道路就光明，若我有主耶穌為良友， 

 雖損失實獲益，因得着這良友，祂必忠誠信實到永遠。 ** 
 
** 只說主所吩咐的話語，要安靜聽主對我細語； 

 只要去主要我去之地，我只要成全主的旨意。 

10. 家事 眾坐 

11.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2. 殿樂：求主祝福我手所獻 (世紀頌讚 398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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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者使團、浸信會出版社

會(國際)有限公司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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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人員，執事會後放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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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暂　停 林義妹姊妹

-　- 暫　停

陳永祐執事 同　工 陳永祐執事 同工

暫　停 潘裕圖弟兄

-　- 林溢敏姊妹

譚慧冰姊妹 譚慧冰姊妹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游志豪先生

何晉輝弟兄

林洛琛弟兄

麥志成牧師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八主日（綠）(2月27日) 顯現期第七主日（綠）(2月20日) 

*** 早 堂 *** *** 早 堂 ***

上週奉獻總數: $70,960 本月累積奉獻: $170,075  (包括發展及購堂: $36,200)

本週獻花:  何晉輝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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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32 主知名 6000 *0833 主知名 2000 *0834 主知名 3000 *0835 主知名 1000 *0836 主知名 2000
*0837 主知名 2200 *0838 主知名 200 *0839 主知名 10000 *0840 主知名 8060 *0841 主知名 10000
*0843 主知名 3000 W410 主知名 500 W770 主知名 200

慈惠 : W770 主知名 200
感恩 : *0838 主知名 500 *0842 主知名 6000 V567 主知名 500 W770 主知名 200
發展 : *0838 主知名 200 W409 主知名 6000 W662 主知名 8000 W769 主知名 200 W770 主知名 200
差傳 : W770 主知名 300

教育 : W770 主知名 200
鮮花 : W770 主知名 200
其他 : W770 主知名 1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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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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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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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