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cmaltc.org 

電話：  23469681、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主任： 陳志輝牧師  

傳道：  麥志成牧師、尚佩冰牧師（義務）、江慕慈傳道、何美寶傳道 

     何執娣傳道、羅藹誼傳道 (部份時間) 

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    幹事：陳可媚姊妹                加入通訊錄 

 

生活靈修 
 

                                立志 

 
華人真好，一年可以度過兩個新年：元旦和農曆新年。今年農曆新年

來得特別早，與元旦只相隔三個星期。 

迎接新一年，你有甚麼方向和目標呢？你還記得小時候曾經作過一

篇《我的志願》的作文嗎？ 你今天是否實現了我的志願？或隨著成

長已找到另一種志願？還是你仍在尋找「我的志願」呢？ 

 

 
環境的順逆和好壞，確實會影響到人生的道路是通達順利，還是障礙重重。但這並不能決

定一個人的價值。只有你的人生目標、價值觀、你所相信、所立志追求的理念，才能決定你

生命最終的價值。 

但以理相信神要他在最壞的環境下，顯出最美、最有意義的價值，從而見證上帝的信實和

偉大。他正是憑著這樣的信念，在艱險的環境中，仍然堅守自己的信念，立志不以王的膳和

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他和他的朋友們依靠上帝恩典的幫助，在艱難的時代、在偶像崇拜

最嚴重的巴比倫，讓外邦君王認識到以色列的上帝才是那個真正、唯一創造天地萬物，掌

管人類歷史的上帝。但以理之所以蒙上帝極大的祝福，正是因為他無論遭遇甚麼景況，都

立志放下自己、遵主為大。 

讓我們每年為自己身心靈作 Body Check 檢查，就在農曆新年來臨之前，為自己信仰生活作

自我檢查，檢視自己與神的關係是否健康：  

1) 主日崇拜：讓我們知道誰是神。每日營營役役生活會否取代了神？主日拜讓我們放下一

切，穩定參與崇拜，找回真正的神，尊心敬畏崇拜神。 

2) 屬靈同伴：信仰路不是自己一個，你是否找到團契的立足點，與肢體彼此守望同行？ 

3) 信仰群體：如果只建立在關係之上，就像風一吹沙就散了。雖然人有不同的性格，但只

要我們有學習聖經，以及與神建立關係的心，便能在聖經中成長和建立，信仰群體就能

更堅固。聖經（神的話）讓我們同時認識神和自己，使我們成長。 

讓我們立志，與這位愛的源頭和創造生命的神結連，建立親密、健康的關係。在社會環境不

穩定下，建立健康的信徒生活。 

再過六天，就是中國人的農曆新年。在此，向眾兄姊拜個早年。在新一年，祝大家：身心康

泰。 

何美寶傳道  



 

 

2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五日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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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篇 1-3 節 (舊約 798 頁) 眾立 

1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他垂聽我的呼求。 

2 他從泥坑裏，從淤泥中，把我拉上來， 

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使我腳步穩健。 

3 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讚美我們神的話。 

 許多人必看見而懼怕，並要倚靠耶和華。 

3. 讚美：祂是主 (生命聖詩 81 首) 眾立 

祂是主，祂是主，祂是勝過死亡又復活的主； 

萬膝當跪拜，萬口當承認，耶穌基督是主。× 2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惟獨耶穌 (生命聖詩 87 首) 眾坐 

1 惟獨耶穌是我信息，惟獨耶穌我所傳揚； 

 我要永遠高舉耶穌，惟獨耶穌我所仰望。  ** 

2 惟獨耶穌是我救主，我眾罪過祂代擔當； 

 惟獨耶穌使我稱義，日日賜我所需力量。  ** 

3 惟獨耶穌使我成聖，脱離自我，罪污洗清， 

 惟獨耶穌賜下聖靈，充滿我心，靈命豐盛。 **(間奏) 

4 惟獨耶穌醫我疾病，一切輭弱主代擔當， 

 祂的復活豐盛生命，祂的肢體皆能分享。  ** 

5 惟獨耶穌我所等候，儆醒注意再來呼聲， 

 仍是耶穌，只有耶穌，耶穌永是我的一切。 ** 

 

** 惟獨耶穌，永遠耶穌，我心讚美，我口傳揚， 

 救我醫我，使我成聖，榮耀救主，再來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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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49 章 1-7 節 (舊約 1080 頁) 

1 眾海島啊，當聽從我！遠方的眾民哪，要留心聽！自出母胎，
耶和華就選召我；自出母腹，他就稱呼我的名。 

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把我藏在他手蔭之下； 

 又使我成為磨利的箭，把我藏在他箭袋之中； 

3 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榮耀。」 

4 我卻說：「我勞碌是徒然，我盡力是虛無虛空。 

 耶和華誠然以公平待我，我的賞賜在我的神那裏。」 

5 現在耶和華說話，他從我出母胎，就造我作他的僕人， 

 要使雅各歸向他，使以色列聚集在他那裏。 

 耶和華看我為尊貴，我的神是我的力量。 

6 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 

 使以色列中蒙保存的人歸回；然而此事尚小， 

 我還要使你作萬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7 救贖主－以色列的聖者耶和華對那被人藐視、本國憎惡、 

 統治者奴役的如此說： 

 「君王看見就站起來，領袖也要下拜； 

 這都是因信實的耶和華，因揀選你的以色列的聖者。」 

 

約翰福音 1 章 29-34 節 (新約 140 頁) 

29 第二天，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 

30 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先於我，因為在我以前， 

 他已經存在』的那一位。 

31 我先前不認識他，如今我來用水施洗， 

 為要使他顯明給以色列人。」 

32 約翰又作見證說： 

 「我曾看見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停留在他的身上。 

33 我先前不認識他，可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 

 『你看見聖靈降下來，停留在誰的身上， 

 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34 我看見了，所以作證：這一位是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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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天父榮光 眾坐 

** 聖道成肉身，住我們中間，我們見祂榮光，天父榮光， 
 我們見祂榮光，天父榮光，滿有恩典、真理。 
 
 太初有聖道，太初有道，聖道與神同在。 
 聖道乃生命，這生命正是人的光。 
 祂來世間，人世間，世人卻不接待祂。  ** 

8. 奉獻：耶穌真神愛子 (生命聖詩 69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使徒行傳 6 章 (新約 187 頁) 眾坐 

1 那些日子，門徒增多，有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
 因為在日常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 
2 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說： 
 「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是不合宜的。 
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 
 滿有聖靈和智慧，我們派他們管理這事。 
4 至於我們，我們要專注於祈禱和傳道的事奉。」 
5 這話使全會眾都喜悅， 
 就揀選了司提反—他是一個滿有信心和聖靈的人； 
 他們又揀選了腓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 
 並皈依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6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後，就為他們按手。 
7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增加得很多， 
 也有許多祭司聽從了這信仰。 
8 司提反滿有恩惠和能力，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蹟。 
9 當時有從稱為「自由人」會堂，並古利奈、 
 亞歷山大會堂來的人，還有些從基利家、亞細亞來的人， 
 起來和司提反辯論。 
10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眾人抵擋不住， 
11 就收買人來說：「我們聽見他說褻瀆摩西和神的話。」 
12 他們又煽動百姓、長老和文士，就突然來捉拿他， 
 把他帶到議會去， 
13 設下假見證，說： 
 「這個人不斷地說話，侮辱神聖的地方和律法。 
14 我們曾聽見他說，這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這地方， 
 也要改變摩西所交給我們的規矩。」 
15 在議會裏坐著的人都定睛看他，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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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像天使的執事 眾坐 

11. 回應：每一天 (青年新歌 7 首) 眾立 

1 深知道過去每一刻光陰，遭試煉，力量我主願賜； 

 不需要再困惱每天擔心，倚靠父預備，細心極致。 

 上帝心仁慈無邊不可測，神定有最美好的計劃， 

 一生裡，縱滿有喜憂相偕，主愛護，日夜賜安泰。 

2 深知道，晝晚我主施恩惠，祂每日極願意親步近； 

 祂甘背我重擔賜給安慰，祂滿是力量，每天導引。 

 父疼惜孩兒能傾出一切，神定意這應許必兌現； 

 祂應允賜我能力終此世，今我願盡力以心獻。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神的國度今在地上 眾坐 

基督在我心中登極 就在我心建祂國度 

穩定祂的全權統治 為著神旨各方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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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

港區聯會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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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何美寶傳道

主席: 林湛基弟兄 林湛基弟兄 劉翠琴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陳朝發弟兄 柯綽瑤姊妹 黃翰濤弟兄 陳卓欣姊妹 周家揚弟兄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潘裕文姊妹 林美荃姊妹 潘裕文姊妹 潘裕圖弟兄

招待: 鄭倩雲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嘉康弟兄 古惠月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黃慧儀姊妹 麥寶儀姊妹 黃曉媚姊妹 李翠碧姊妹 張滿嬌姊妹

當值: 曾偉珩弟兄 張漢榮弟兄 黃香娣姊妹 彭秀群姊妹 甄志賢弟兄 黃翠屏姊妹

影音: 陳志立弟兄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執事 鄧藝棋弟兄 陳國榮弟兄 鄭慧芝執事

執事: 陳永祐弟兄 蔡頴鈞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朱滔聰弟兄 鄒念龍弟兄 黃佩貞執事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林溢敏姊妹

司琴: -　- -　- 羅藹誼傳道

讀經: -　- -　- 高　越小朋友

司事: -　- -　- 陳頌諾小朋友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梁穎心小朋友羅藹誼傳道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梁穎心小朋友

温柔: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燕怡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 早 堂 *** *** 午 堂 *** *** 合 堂 ***

顯現期第三主日（綠）(1月22日) 顯現期第二主日（綠）(1月15日)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上週奉獻總數: $210,148 本月累積奉獻: $397,653  (包括發展及購堂: $20,180)

本週獻花: 陳志立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235 主知名 800 *1236 主知名 200 *1237 主知名 12700 *1238 主知名 5000 *1239 主知名 10000
*1240 主知名 1300 *1241 主知名 8050 *1242 主知名 10000 *1243 主知名 1000 *1244 主知名 6000
*1245 主知名 10000 *1247 主知名 8000 *1248 主知名 3300 *1249 主知名 800 *1250 主知名 4000
F601 主知名 200 F652 主知名 500 F662 主知名 2000 F667 主知名 800 F677 主知名 200

M815 主知名 500 M977 主知名 1000 Q010 主知名 1000 Q011 主知名 1000 R050 主知名 2000
R051 主知名 1000 R550 主知名 30000 S965 主知名 1500 U155 主知名 1000 U393 主知名 4500
U394 主知名 500 U398 主知名 3500 U425 主知名 650 U605 主知名 9700 U667 主知名 500

V123 主知名 200 V773 主知名 500 V865 主知名 4600 V880 主知名 3300 V882 主知名 5000
X786 主知名 1000 Y261 主知名 5400 Y262 主知名 4000 Y300 主知名 2000 Y362 主知名 2000
Y419 主知名 3000 Y588 主知名 100

慈惠 : *1240 主知名 500 *1242 主知名 10000 F672 主知名 100 F677 主知名 200 Q005 主知名 500
Y300 主知名 1000

感恩 : *1242 主知名 5000 *1250 主知名 2000 F657 主知名 1000 F677 主知名 200 M761 主知名 2000
R054 主知名 1000 U171 主知名 500 W119 主知名 300 Y300 主知名 1150 Y419 主知名 1000
Y690 主知名 500

發展 : *1236 主知名 200 U171 主知名 1500
教育 : *1240 主知名 100 F677 主知名 100
鮮花 : *1237 主知名 800 *1246 主知名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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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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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訂於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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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6) 1 月 22 日(日)上午 10:00 聯合新春崇拜(一堂)，請弟兄姊妹依
時出席，同來敬拜我們的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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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請於今日內提交電子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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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KZfJVDVZcC
6qFu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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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y/3Ni8qhX
https://forms.gle/ujHCtAeucFWXGPVf9
https://forms.gle/ujHCtAeucFWXGPVf9
https://forms.gle/ujHCtAeucFWXGPVf9
https://forms.gle/FKZfJVDVZcC6qFuz9
https://forms.gle/FKZfJVDVZcC6qFuz9
https://forms.gle/FKZfJVDVZcC6qFuz9
https://forms.gle/dGuHXBafwZ7qNE629
https://forms.gle/dGuHXBafwZ7qNE629
https://forms.gle/dGuHXBafwZ7qNE629
https://forms.gle/BokPm1h3iojJRHtg9
https://forms.gle/BokPm1h3iojJRHtg9
https://forms.gle/BokPm1h3iojJRHt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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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神學院將於 2 月及 3 月借用本堂舉辦神學延伸課程，現

可報讀 2 月份之課程，有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於 8/1/2023 
(日)下午 2:00 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9) 會友鄧李碧田姊妹，安息禮定於 1 月 20 日晚上 7:30 在世界殯
儀館舉行，火葬禮定於 1 月 24 日上午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0) 江慕慈傳道午堂外出證道。 

11) 何美寶傳道早堂外出證道。 
 

 

 

科目名稱 講師 上課日期、時間 費用 報名連結 

食物神學(1) ─

─ 文化及無權

者的權力 

李卓舲女士 

（M.Div.） 

2023 年 2 月 3、

10、17、24 日 

逢 週 五 晚 上

7:30-9:30 

400 元正(首 20 名報名

之本堂弟兄姊妹將獲

本堂全費資助。 

https://forms.gle/
3VABLEHdCoi
HxdDX8  

https://forms.gle/3VABLEHdCoiHxdDX8
https://forms.gle/3VABLEHdCoiHxdDX8
https://forms.gle/3VABLEHdCoiHxdDX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