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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Manna 事工分享會 
 

於 11 月 12 日的星期六晚上在本堂禮堂舉辦了「Manna 事工分享會」，當晚邀請到嗎

哪餐廳的創辦人(Leo)親自前來分享，講述到神如何把「不可能」成為可能，引導這

服侍基層的事工排除萬難，最終在現址中實現祂的作為。(當晚聚會錄影，大家可以

在本堂 facebook 專頁重溫。) 
 

聚會的開始，以聖經的彌迦書 6:8 作為互勉，因為

彌迦書的背景指到人民遠離神，國將衰亡；但第 6

章提到盼望的可能，就是子民行公義、好憐憫，重

回神，與神同行，也在社會中彰顯上主的愛。 
 

我們作為信徒，傳福音的使命無時無刻都已扛在身

上，言教身教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我們

用口傳福音，也用心及行動去愛鄰舍，若知道他們有需要，怎能袖手旁觀？「嗎哪

餐廳」落腳於全港最窮的地區，她嘗試作為一個平台，結集社區不同的資源，去協

助及支援這些有需要的鄰舍。 
 

以下是三位當晚參與者的分享 

感謝有機會作出事奉，雖然未太認識 Manna 這家餐廳，但聽到創業家的分

享都心受感動，如何在逆境和挑戰中，還可以緊緊守著神的旨意，順從神

的一切指引，深信神的帶領會為我們作出安排， 正正就是這次參與事奉的

大大得著。                   A 姊妹 

“If you care” 是 Manna 的口號，

Manna 的分享讓我思考到究竟係基

督徒的生命上，有什麼事/人是我們

最需要 care, 只要我們走出去，就

能看見身邊更多有需要服侍的群

體。       

B弟兄 

感謝神！早前有機會與嗎哪同工一齊參與

送飯服務，嗎哪同工很著重長者們及基層

的需要及關心，雖然送飯時間很短，但每

次都要求送飯義工預留一點時間，與他們

傾計關心及跟進他們的需要。三餐溫飽是

重要，但心靈的扶助更重要。願神繼續大

大祝福嗎哪餐廳。 

C 姊妹 

 

信徒作見證可以有不同的方向，社會關懷是其中之一；新約聖經記述到耶穌在 3 年

多的傳道中，以身作則，走入人群當中，憐憫有不同需要的民眾，協助他們去出困

局。 
 

這次的分享會只是一個開始，藍田堂在往後可以走得多遠多深，有待神的帶領及信

徒如何回應神的呼聲。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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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燭光禮：點燃燭光 (普天頌讚 125 首) 眾坐 

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3. 短頌：主耶穌，求光照 (光之週期 6 頁 第二節) 眾坐 

來，主耶穌，求降臨，賜福、彰顯祢大能。 
求將歡樂、愛賞賜，虔誠候主應許再臨。 

4. 宣召：路加福音 1 章 46-50 節 (新約 86 頁) 眾立 

46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 
47 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48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 
49 因為那有權能的為我做了大事；他的名是聖的。 
50 他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5. 讚美：天使報信 (生命聖詩 98 首) 眾立 

1 聽阿！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 
 地上平安人蒙恩，神人和好再相親！” 
 興起！地上大小邦，響應諸天共頌揚， 
 樂與天使同宣告：“基督生於伯利恆；” 
 樂與天使同宣告：“基督生於伯利恆。” 
2 至高天庭同敬拜基督萬代永生王， 
 萬世所望從天降，甘心卑微居陋房； 
 至高上主披肉體，道成肉身降麈世， 
 甘與世人居下地，耶穌是以馬內利； 
 甘與世人居下地，耶穌是以馬內利。  (間奏) 
3 歡迎天降和平王，歡迎輝煌公義光； 
 帶來生命顯光芒，起死回生醫創傷； 
 捨棄榮華離天上，降生救人出死亡， 
 降生使人得高升，降生使人得重生； 
 降生使人得高升，降生使人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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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祈禱 眾立 

7. 歌頌：聖嬰孩主耶穌 (美樂頌 152 首) 眾坐 

1 聖嬰孩主耶穌，原來在天堂，今降生在馬槽，無枕又無床。 

在天上眾明星注目向下望，小小的主耶穌安睡在草上。 

2 一聽見牛鳴聲，嬰孩忽然醒，小小的主耶穌，不哭也不驚。 

主耶穌我愛祢，願祢今臨近，在床邊保護我直到天放明。 

8.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35 章 1-10 節 (舊約 1051 頁) 

1 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沙漠也必快樂；又如玫瑰綻放， 

2 朵朵繁茂，其樂融融，而且歡呼。 

 黎巴嫩的榮耀，並迦密與沙崙的華美，必賜給它。 

 人要看見耶和華的榮耀，看見我們神的榮美。 

3 你們要使軟弱的手強壯，使無力的膝蓋穩固； 

4 對心裏焦急的人說： 

 「要剛強，不要懼怕。看哪，你們的神要來施報， 

要施行極大的報應，他必來拯救你們。」 

5 那時，盲人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 

6 那時，瘸子必跳躍如鹿，啞巴的舌頭必歡呼。 

 在曠野有水噴出，在沙漠有江河湧流。 

7 火熱之地要變為水池，乾渴之地要變為泉源。 

 野狗躺臥休息之處必長出青草、蘆葦和蒲草。 

8 在那裏必有一條大道，就是一條路，稱為聖路。 

 污穢的人不得經過，是專為走路的人預備的， 

 愚昧的人也不會迷路。 

9 在那裏沒有獅子，猛獸也不經過； 

 在那裏牠們未現蹤跡，只有救贖的民在那裏行走。 

10 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 

 永遠的快樂必歸到他們頭上，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 

 憂傷嘆息盡都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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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5 章 7-11 節 (新約 367 頁) 

7 所以弟兄們，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 
 看哪，農夫等候著地裏寶貴的出產， 
 耐心地等到它得了秋霖春雨。 
8 你們也要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 
9 弟兄們，你們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審判。 
 看哪，審判的主站在門口了。 
10 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作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樣。 
11 看哪，那些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 
 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看見主給他的結局， 
 知道主是充滿憐憫和慈悲的。 

9. 詩班獻詩：夜盡天明君王來臨 (頌主聖詩 76 首) 眾坐 

1 夜盡天明君王來臨，得勝光輝照耀， 
 東山抹上美麗彩霞，生命充滿歡欣。 
2 不似往日小小孩童，忍受爭戰死亡， 
 如今頭戴榮耀冠冕，燦爛如同日光。 
3 基督得勝復活之時，還比朝日明亮， 
 離開死蔭孤寂之地，不理仇敵瘋狂。 
4 榮耀更勝復活之晨，那日必將來臨， 
 基督榮耀再臨之時，必得見祂榮面。 
5 夜盡天明君王來到，帶來榮美光彩， 
 主基督啊！祢民懇求，萬王之王快來。 

10. 奉獻：聖誕佳音 (生命聖詩 90 首) 眾坐 

11. 見證： 蕭桂蘭姊妹-早堂、甄樂陶弟兄-午堂 眾坐 

12. 信息經文：詩篇 13 章 1-3 節 (舊約 766 頁) 眾坐 

1 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嗎？ 
 你轉臉不顧我要到幾時呢？ 
2 我心裏籌算，終日愁苦，要到幾時呢？ 
 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呢？ 
3 耶和華－我的神啊，求你看顧我，應允我！ 
 求你使我眼目明亮，免得我沉睡至死； 

13. 信息：等候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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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回應：微聲盼望 (青年新歌 40 首) 眾坐 

1 繁忙勞碌充斥生命，你慨嘆空虛困倦； 
心底響起最深呼聲，得不到安穩慰勉。 
聽，這聲音多麼悅耳，字字溫婉多真摯； 
細聽輕輕呼喚慈聲，好消息分享給你。   ** 

2 這世界多姿采宴樂，卻暗佈枷鎖騙惑； 
不朽珍寶永久真福，徒然尋覓難遇見。 
於這刻舉目仰望主，心中必滿足安穩； 
飲於不止息的活水，得安息心享安恬。   **(間奏) 

3 牢如錨──安穩的盼望，割破了黑暗隔閡； 
主只須住進我內心，必解開死權轄制。 
這歡欣消息已臨近，請安撫倦透的心； 
光輝恩福盼望滿足，懇請永居於心裡。   ** 

 
** 寧靜待盼，樂聽主每句恩言，令我心靈，憂患裡可歡欣。 

15. 家事 眾坐 

16.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7. 殿樂：Offertory on "Adeste fid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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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聲出版社、宣道會香港區

聯會、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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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何美寶傳道 何美寶傳道 葉英傑傳道 葉英傑傳道

主席: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陳迪麟弟兄 陳卓欣姊妹 蔡小鳳 姊妹 林洛琛弟兄 連卓鴻弟兄 林洛琛弟兄 鄧民亮弟兄

司琴: 甄樂陶弟兄 潘裕文姊妹 甄樂陶弟兄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李燕怡姊妹 林文蓮姊妹 黃盛霞姊妹 李淑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譚慧妍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温美娟姊妹 黃慧儀姊妹 譚慧冰姊妹 李有芬姊妹 黃寶強弟兄 黎蓮妹姊妹 劉惠雯姊妹 莫雪貞執事

當值: 黃翠屏姊妹 張漢榮弟兄 古海劍弟兄 陳惠霞姊妹 朱麗程姊妹 沙韋琪姊妹 林志剛弟兄 余文耀執事

影音: 張淑敏姊妹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夏麗婷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許偉賢弟兄 鄭慧芝執事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呂君達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林二妹姊妹 徐敏慧姊妹 蔡加德弟兄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　- -　-

司琴: 徐梓瑤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　- -　-

讀經: 溫浩揚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　- -　-

司事: 高正之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　- -　-

信實: 羅藹誼傳道 　 吳綺薇姊妹 施慧君姊妹 羅藹誼傳道 　 吳綺薇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何執娣傳道 　 黃愛娣姊妹 　 何執娣傳道 　 黃愛娣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周寶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寶頤姊妹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12月18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12月11日) 

主日職事人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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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總數: $135,055 本月累積奉獻: $135,055  (包括發展及購堂: $300)

本週獻花: 黃翰濤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203 主知名 3000 *1204 主知名 200 *1205 主知名 500 *1206 主知名 8050 *1207 主知名 1300
*1208 主知名 10000 *1209 主知名 1000 P905 主知名 200 R155 主知名 6000 R185 主知名 500
R921 主知名 500 R973 主知名 3000 S037 主知名 2000 S045 主知名 2000 S046 主知名 2000
S333 主知名 1000 U210 主知名 6500 U211 主知名 100 U383 主知名 8800 U426 主知名 800
U631 主知名 500 U840 主知名 1800 U974 主知名 200 U976 主知名 300 V588 主知名 1500
V589 主知名 10000 V767 主知名 100 V769 主知名 3000 V821 主知名 3500 V851 主知名 4600
V868 主知名 1000 V870 主知名 2000 W239 主知名 3000 W520 主知名 1000 X213 主知名 500

X426 主知名 5000 X790 主知名 1000 X889 主知名 6000 X988 主知名 3400 Y342 主知名 50
Y431 主知名 2000 Y510 主知名 100 Y542 主知名 1000

慈惠 : *1207 主知名 500 U974 主知名 200
感恩 : N138 主知名 3000 R184 主知名 500 S038 主知名 1000 S046 主知名 2000 T997 主知名 100

U631 主知名 500 U974 主知名 200 V771 主知名 1500 W093 主知名 500 W115 主知名 300
Y342 主知名 50 Y510 主知名 100 Y591 主知名 3000

發展 : *1204 主知名 200 U974 主知名 100
教育 : U974 主知名 100
鮮花 : U974 主知名 100 V867 主知名 500
其他 : W198 主知名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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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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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8biCseKqVrRYU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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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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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參與 25/12(日)聖誕崇拜聖景演出之兒童、讀經員，務必

在今天、18/12 早上 10:15 到禮堂參加綵排!並於 25/12(日)聖誕

崇拜當日早上 9:00 準時到達禮堂參加預習!如有任何查詢可與

葉師母/羅傳道聯絡。 

5) 今天下午 1:00-2:00 於 102-3 室安排接受水禮的弟兄姊妹與

執事、傳道同工交流認識，請預留時間參與。 

6) 執事會訂於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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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2 月 25 日(日)上午 10:00 聯合聖誕崇拜(一堂)及洗禮，請弟

兄姊妹依時出席，同來敬拜為我們降生的主基督。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