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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二零二三的二三事 

 又到新年了，這是真真正正新的一年，過往 — 起碼前三年，所謂新年其實

變化不大，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改變：一樣要繼續戴口罩、一樣要繼續受限聚令

限制、一樣要繼續難於出入境、一樣要繼續活在疫症的陰霾之下，不過看來新的

一年這一切都要改變了。對於某些人 — 特別是強烈相信「人定勝天」的，當然

認為是人的勝利，過往的努力沒有白費，終於疫苗發揮作用，人的抵抗能力強了，

病毒的傷害能力減弱了，所以新的一年，過往的抗疫措施都會取消了，我們真真

正正的踏入新的一年了。 

 首先，若說這是人的勝利的話，那這只不過是慘勝而已，成千上萬的人因染

疫而失去生命，前線醫療人員可以說是拼命的照顧病人，在極惡劣的環境下應付

洶湧來的病人，還有背後各種支援人員，從默默在化驗所徹夜工作的，到被徵召

派送補給品的公務員，大家都各盡其職像瞎子摸象般，面對這前所未有的病毒，

若硬要說打了勝杖的話，那也只不過是焦頭爛額而矣，況且病毒並沒有真正消滅，

只是大家開始接受，病毒不可能消聲匿跡，只能與它共舞而已。 

 這樣說並不是掃大家的興，而是希望在新的一年來臨，當大家對前面充滿憧

憬，準備大展拳腳之際，別忘記好好汲取過往教訓，特別要強調這並不是「人定

勝天」，完全是出於神的安排，沒有人能超越神給大自然的定律 — 除了神自己。

可能我們已抱怨多時，為什麼疫症纏繞多時還沒有離去？請想清楚疫症從開始到

失去控制，人所扮演的角色，不就是「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

扭曲的心，做那些不該做的事」（羅 1：28）了麼？現在不就是要「聽天尤命」 — 

順從神的律了麼？ 

 通關、取消限聚令、除下口罩指日可待，隨之而來是新景象？從這麼多年來

的體驗，似乎是新的挑戰更貼合，當一切漸漸「回復」正常時 — 應該還有一段

艱辛的路途，當然相信神要我們學習的都展示出來了，三年來的信心考驗，不知

你經歷了多少？三年來的保守供應，不知你又領受過多少了？別責怪自己小信 

— 誰不會軟弱？是時候去迎接新的開始：「你們所受的考驗無非是人所承受得了

的。神是信實的，他不會讓你們遭受無法承受的考驗，在受考驗的時候，總會給

你們開一條出路，讓你們能忍受得了。」（林前 10：13）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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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聖餐崇拜程序 

 聖誕節後第一主日 (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以賽亞書 63章 7-9 節 (舊約 1105頁) 眾立 

7 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 
 並他憑憐憫與豐盛的慈愛所賜給以色列家的大恩， 
 述說他的慈愛和美德。 
8 他說：「他們誠然是我的百姓，未行虛假的子民。」 
 這樣，他就作了他們的救主。 
9 他們在一切苦難當中，他也同受苦難， 
 並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們。 
 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們，在古時的日子時常抱他們， 
 背他們。 

3. 讚美：救主耶穌親臨 (普天頌讚 158 首) 眾立 

1 齊唱迎主樂歌，救主耶穌親臨！ 
 天上寶座大君－昔日應許萬民； 
 來負眾生罪惡、憂愁，為人緣故與魔戰鬥。 
2 統管生死之君－救主耶穌－親臨！ 
 吹氣展主權威，死亡敗退無形； 
 離墓勝死，復生凱旋，惠賜救拯、醫治恩泉。 
3 統治萬有之君－救主耶穌－親臨！ 
 邦國執政權勢歸降伏拜神明； 
 我主除滅罪、死管轄，顯彰屬天國度廣大。  (間奏) 
4 馬槽誕降之君，羞恥十架之主！ 
 謙恭同心敬拜，尊榮主名聖譽， 
 眾心歡樂，引頸歡迎，號角鼓聲宣：“主降臨！” 
5 聯同蒙贖萬軍，清心伏主跟前， 
 永生上主眾子－皆屬救恩供獻， 
 同頌主愛救拯權能，神名同尊直到永恆。



 

3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主愛掌權 (普天頌讚 160 首) 眾坐 

1 主妙愛已彰顯！深廣奧妙莫名！祂信實永堅定！主愛掌權！ 

 賜福多不勝數，主愛豐富完全，復活得勝死權！主愛掌權！ 

 歡欣祈禱盼和平恩福，祂將滿足一切心渴慕， 

 活出美善可愛，讚美天天湧流，敞開心靈祈求，主愛掌權！ 

2 獨生子祂賜下，道來此成為人，萬世因祂沾恩！主愛掌權！ 

 殊榮都歸於祂，大地諸天歌唱，讚美我主我王！主愛掌權！ 

 所有門戶開啟歡迎主，聖民按主應許得地土。 

 主景星導前行，仍然普照萬民，萬代無窮無盡，主愛掌權！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11 篇 (舊約 879 頁) 

1 哈利路亞！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和會眾中一心稱謝耶和華。 

2 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被所有喜愛的人所探尋。 

3 他所做的是尊榮和威嚴，他的公義存到永遠。 

4 他行了奇事，使人記念；耶和華有恩惠，有憐憫。 

5 他賜糧食給敬畏他的人，他必永遠記念他的約。 

6 他向百姓顯出大能的作為，將列國賜給他們為業。 

7 他手所做的信實公平，他的訓詞全然可靠， 

8 是永永遠遠堅定的，是按信實正直設立的。 

9 他向百姓施行救贖，頒佈他的約，直到永遠； 

 他的名聖而可畏。 

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有美好的見識。 

 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的！ 

 

加拉太書 4 章 4─7 節 (新約 288 頁) 

4 等到時候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兒子， 

 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 

5 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贖出來，使我們獲得兒子的名分。 

6 因為你們是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我們的心， 

 呼叫：「阿爸，父！」 

7 可見，你不再是奴隸，而是兒子了，既然是兒子， 

 就靠著神也成為後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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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神曾與人同行伊園 眾坐 

1 神曾與人同行伊園，賞賜人權柄、冠冕， 

 被造生靈神名稱揚，人初享神賜樂園。   ** 

2 伊甸樂園情濃相投，園中花艷吐芳氣， 

 愛裡契合和諧豐盈，同啟美妙約完全。   ** 

3 罪惡得勢被逐伊園，神心哀慟待救渡， 

 愁腸心痛樂園毀棄，死之荊棘茁生繁茂。  ** 

4 神曾差來救主基督，恩典救渡眾罪奴， 

 牧人屈拜耶穌嬰孩，童貞女孕救世主。   ** 
 
** 明亮晨星，夜空照明，聞天使歌讚，明亮輝映， 

 停歇于小鎮上：神子親臨伯利恆！ 

8. 奉獻：明星的光燦 眾坐 

9. 信息經文：何西阿書 1章 1節─2章 1節 (舊約 1337 頁) 眾坐 

1: 1 當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作猶大王， 

 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作以色列王的時候， 

 耶和華的話臨到備利的兒子何西阿。 

2 耶和華初次向何西阿說話。耶和華對他說： 

 「你去娶一個淫蕩的女子為妻，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 

  因為這地行大淫亂，離棄耶和華。」 

3 於是，何西阿去娶了滴拉音的女兒歌篾。 

  她就懷孕，為何西阿生了一個兒子。 

4 耶和華對何西阿說： 

  「給他起名叫耶斯列；因為再過片時， 

 我要懲罰耶戶家在耶斯列流人血的罪， 

 也必終結以色列家的王朝。 

5 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斷以色列的弓。」 

6 歌篾又懷孕，生了一個女兒，耶和華對何西阿說： 

「給她起名叫羅‧路哈瑪；因為我必不再憐憫以色列家， 

  絕不赦免他們。 

7 我卻要憐憫猶大家，使他們靠耶和華－他們的神得救； 

  我必不讓他們靠弓、刀、戰爭、馬匹與騎兵得救。」 

8 歌篾在羅‧路哈瑪斷奶以後，又懷孕生了一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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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耶和華說：「給他起名叫羅‧阿米； 

 因為你們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是你們的神。」 
10 然而，以色列的人數必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數。 

  從前在甚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 

  將來就在那裏稱他們為「永生神的兒子」。 

11 猶大人和以色列人要一同聚集，為自己設立一個「頭」， 

  從這地上來，因為耶斯列的日子必為大日。 

2:1 你們要稱你們的眾弟兄為阿米，稱你們的眾姊妹為路哈瑪。 

10. 信息：是怎樣的光景 眾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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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聖餐：Comunione in A minor Ettore Pozzoli (1873 ─ 1957) 眾坐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March of the Wise Men E. S. Hosmer (1862 ─ 1945)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傳意及出版事工有限公司、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

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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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奉獻總數: $58,500 上月奉獻總額: $392,324  (包括發展及購堂: $23,100)

本週獻花: 鄭灝德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224 主知名 9600 *1225 主知名 200 *1226 主知名 300 *1227 主知名 2000 F938 主知名 6500
M528 主知名 1700 M533 主知名 600 M953 主知名 500 M966 主知名 100 M971 主知名 1000
R830 主知名 700 S033 主知名 600 U242 主知名 2000 U302 主知名 6000 U604 主知名 2000
V606 主知名 3000 V855 主知名 1050 V972 主知名 500 W197 主知名 100 Y305 主知名 2000
Y671 主知名 2000

慈惠 : I179 主知名 200 M982 主知名 1000
感恩 : I179 主知名 200 Q328 主知名 1000 U602 主知名 300 W123 主知名 300 Y305 主知名 2200

發展 : *1224 主知名 400 *1225 主知名 200 I179 主知名 200
鮮花 : M192 主知名 575 U603 主知名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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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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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鄧玉芬姊妹及鄭灝德弟兄訂於今日下午 2:30 在本會禮堂

舉行婚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5) 1 月 2 日(一)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6) 福蔭團契於 1月 14 日(六)下午 2:00─4:00感恩分享聚會，歡迎

弟兄姊妹出席。 

7) 2023 年新一季青成主日學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參加的弟兄姊

妹請於 22/1/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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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及形式 

報名連結 

成人進階課程
【當神學遇上
哲學】 

理論上神學先於哲學，神學領導學術思想發
展，隨著人文主義漸興盛，神學又逐漸走向死
胡同，哲學反成為學術主流，神學只有守衛傳
統的能力，且與哲學分歧越來越大，特別在倫
理生活應用上，究竟神、哲學注定各走各路？
還是可以尋找到互動的途徑？本課就此課題從
認識開始，到引發我們去思考。 

麥志成牧師 1 月 29 日(日)開
課，逢星期日早
上 10:30 ─ 
11:15 (共 8 堂)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gle/
ujHCtAeucFWX
GPVf9  

初信栽培課程 
【信仰生命的
起動】 
 

對象：初信者或對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價值和意
義不太清楚的信徒。 
課桯目的：探討基督教信仰的真義，並反思信
仰對我們生活的現代意義。 

江慕慈傳道 1 月 29 日 (日) 
開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 
11:15 (共 6 堂)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gle/
FKZfJVDVZcC6
qFuz9  

高中課程 
【戀愛祈兵】 

探討青少年的戀愛觀，了解聖經對戀愛的觀
點，預備成為一個更好和合神心意的自己。 

劉浩然兄弟、
林恩庭姊妹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gle/
dGuHXBafwZ7q
NE629  

初中課程 
【信仰實踐】 

從聖經學習了不同的教導，嘗試運用在日常生
活上，彼此鼓勵見證信仰。 

陳志輝牧師、
葉英傑傳道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gle/
BokPm1h3iojJR
Htg9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https://forms.gle/ujHCtAeucFWXGPVf9
https://forms.gle/ujHCtAeucFWXGPVf9
https://forms.gle/ujHCtAeucFWXGPV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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