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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健康與靈命成長 

 
  在過往牧會期間有機會看到一本書《培養高 EQ 的靈命》，閱後省察到自己內在生命的
情緒狀況原來也影響著我們與神和與人建立關係素質。假如我們採取逃避不處理自己內心
負面思想和情緒，更會為我們構成與神和與人建立關係上的難阻和帶來不必要相處上的痛
苦。以下是書中教導我們如何辨識那些不健康的情感如何影響我們的靈命成長。 
 
  書中提及「情緒是神所賜的禮物，幫助人可以迅速組織行動，並且讓人可以明白自己
與人和與神建立親密關係。 
 
  情緒不健康也影響與神建立不健康的關係 
 
  1.   沮喪情緒---會出現無助、懷疑神的能力 
  2.   憤怒情緒---會出現對神埋怨和不滿 
  3. 焦慮擔心情緒---會出現對神不信任和沒信心 
  4. 恐懼不安情緒---會出現未能與神建立安全及平安的關係 
  5. 苦澀苦毒情緒---會覺得神對自己不公平及指責神 
  6.   哀傷情緒---會覺得神不與自己同在 
  7.   羞恥情緒---會覺得與神關係出現內疚感 
  8.   冷漠情緒---會忽視及不尊重神和人 
 
  然而以上不健康的情緒如何影響我們與神和與人的關係與相處呢? 首先影響自己與神
親密關係; 當自己害怕一些負面情感時; 如:焦慮情感會容易影響我們對神的信心不足或埋
怨神。從小時在家庭中與某些家庭成員關係疏離或不被接納時，我們都以這種認知去與神
建立關係，同樣會覺得自己不可愛而覺得神會不接納自己，甚至難於同神建立親密而滿足
的關係。 
 
  其次會影響自己與別人關係; 我們是否容易因別人的說話而引起情緒波動? 當別人所
說的一句話，會否令自己不斷質疑自己、怪責自己及批評自己。這些情緒反應是自我價值
感不足及自我形象低落的人會出現的情緒反應。因而接納不到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又或
者經常活在父母的批評下的孩子都會容易不接受他人的批評，這些人在與人相處時往往以
害怕、逃避心態與那些批評者和責怪者相處，怕自己再受到傷害。呢種怕被批評、怕受傷、
常質疑自己、怪責自己的人也容易做成與神關係阻隔，時時會覺得自己不夠好、覺得神也
不會愛這低價值及低自我形象的人。」 
 
  因此我們需要回到神那裡，求神憐憫醫治我們過往在成長上那些人際關係所帶來的傷
害，從而導致現在的我對己、對人不接納、批評、否定別人等負面的態度和情緒。因為愛我
們的主看我們是祂寶貴兒女，基督不是要我們做到完美無瑕才去接納我們。基督拯救我們
這群蒙恩的罪人，也是按我們的本相來接納我們，是一種無條件白白的愛和恩典來與我們
親近。那麼我們也要效法主的眼光用正面情緒去看待自己和身旁的弟兄姊妹。 
 
  我們的靈命才得以在基督的愛中建立自己和過一個彼此相愛的教會生活! 
 

朱美儀姑娘 
 
以上文章參考自彼得・史卡吉羅著、劉美津譯：《培養高 EQ 的靈命》（美國：麥種傳道會，2007）。 



 

 

二零一七年六月四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節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向主唱新歌 (普天頌讚 795 首) ............................ 眾  立 

唱，向上主呈獻一新歌，一新歌。 
歡欣歌唱，頌讚奉獻，當感恩、歡樂，稱頌上主聖名。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3. 宣召 ......................... 詩篇 104 篇 33-35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我一生要向耶和華唱詩！我還活的時候，要向我的神歌頌！ 
應：願他悦納我的默念！我要因耶和華歡喜！ 
合：願罪人從世上消滅！願惡人歸於無有！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哈利路亞！ 

4. 讚美 .............................同歡慶快樂辰 (普天頌讚 299 首) .......................... 眾  立 

   ** 同歡慶快樂辰，主賜佳日永尊為神聖！ 
 聖靈恩光閃耀，照徹普世萬民心。 
   1) 耶穌告訴門徒：誠心靜候聖靈降臨； 
 聖靈如熱火，瞬間顯現，應許永居人心。 ** 
詩班：2) 聖父神賜下靈火，添教會智慧力量； 
 賜勇氣傳道施洗，大能傾注燄煌煌。   ** 
   3) 億萬人頌天恩，基督使徒心意互融； 
 同闊步昂首，天涯路上，齊證救主奇工。 ** 
   4) 聖徒相通團契增，藉基督耶穌福音。 
 讚美聖靈賜新生；讚美聖靈賜大能！   **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聖靈運行創造 (普天頌讚 311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約翰福音 20 章 19-23 節 .................................. 眾  坐 

使徒行傳 2 章 1-4, 14-21 節 

8. 獻詩 ....................... 來！河流、湖泊拍和 (向山舉目 22 頁) ..................... 詩  班 

9. 奉獻 ....... O taste and see how gracious the Lord is 細嘗主恩 (早堂) ..... 眾  坐 

先賢之信 (午堂) 

10. 信息經文 ................................ 傳道書 6 章 1-12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一樣都不缺 ............................................. 眾  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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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聖餐 .................................. In Remembrance 要記念我................................ 眾  坐 

14. 家事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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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7-22 日兒童暑期聖經班主題 : 「美食嘉年華」於 5 月 14 日開始接

受報名，名額 80 人，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之家長盡早為子女報名參加，

費用$250，截止日期為 6 月 18 日；聖經班報名表已擺放接待處，歡迎索

取及填寫後交回。詳情可向朱姑娘查詢。請繼續為事工籌備工作禱告。 

3) 本年度第一次洗禮、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今日午堂崇拜後隨即舉行，

名單如下： 

浸禮：陳其銘、鄭美珍、施挺、吳淑儀、張翠麗、梁載華、羅楚文 

灑禮：張美英、周耀寰、黃瑞明、鄭亞香、張萃芳、洪認轉、王渠興、 

   蔡玉仙、袁蕙蓮、蔡耀明 

轉會禮：鄧孔炤、黃美河、吳可淇、蔡穎鈞 

嬰孩奉獻禮：吳巧瑜、林明津 

4) 7-9 月崇拜事奉人員的輪值表已張貼接待處，請肢體查看。另崇拜事奉人

員大會（包括：兒童崇拜職事人員）將於 6 月 11 日上午 10 時 15 分在禮

堂進行，請所有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依時出席，共商主工。當天兒童詩班

和青成年主日學暫停。 

5) 福蔭團契謹定於 2017 年 6 月 10 日下午 2:00 在教會舉行十週年感恩會，

講員：曾詠恆醫生（瑪麗醫院助理教授）題目：我們一起誇過的日子。誠

邀弟兄姊妹出席，榮耀主名。 

6) 福音性研經班 II（基礎課程）將於 6 月 18 日至 8 月 13 日逢主日上午十時

三十分舉行，由郭小姬姊妹任教，歡迎初信者及希望進一步了解信仰之朋

友及弟兄姊妹參加。 

7) 「初中生福音成長班」於 7 月 9 日開始，逢星期日下午 2:30-4:30。以信

仰成長班配合興趣班(四選一：初級結他、實用英語、DIY 美食及手工、

籃球班)，帶領學員認識福音及參與教會聚會。第一期於 2017 年 7 月至 12

月，弟兄姊妹可向陳志輝先生查詢及報名，歡迎未信主的初中生參加。 

8) 本年度暑期鶴山短宣體驗，將於本年八月八日（星期二晚出發）至十三日

（主日，參與當地崇拜）開始，於不同服務中心工作及參與教會事奉，鼓

勵弟兄姊妹參與（參加費用每位 500 元），報名請與麥牧師聯絡。 

9) 本堂會友唐建寬姊妹父親唐灶榮世伯之喪禮定於 6 月 8 日在九龍殯儀館

永壽堂守夜，6 月 9 日安葬，求主安慰家人。 

10) 本堂會友黃帶好姊妹於 5 月 31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6. 殿樂 ......................................... Jesus, my life's life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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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主席: 鄧綺雯姑娘 鄧綺雯姑娘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讀經: 雷書昊弟兄 陳可媚姊妹 雷書昊弟兄 邱頌詩姊妹 余冠希姊妹 袁麗娟姊妹 余冠希姊妹 徐俊榮弟兄

司琴: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林溢輝弟兄 鄺淑芬姊妹 林溢輝弟兄 鄺淑芬姊妹

招待: 高燕麗姊妹 陳惠霞姊妹 方子仁弟兄 黎美滿姊妹 何玉燕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盛霞姊妹 周潔頤姊妹

司事: 孫俏娟姊妹 鄧愛賢姊妹 羅志威弟兄 黃曉媚姊妹 李德恩弟兄 李笑歡姊妹 李麗梅姊妹 黎鳳英姊妹

當值: 温燕玲姊妹 呂幹雄弟兄 丘嘉敏姊妹 余文耀執事 方艾洲弟兄 黃瑞玲姊妹 呂淑琼姊妹 黃香娣姊妹

影音: 曾偉珩弟兄 張宏睿弟兄 徐俊榮弟兄 藍天晴姊妹 陳貽添弟兄 梁睿熙弟兄 陳國榮弟兄 鄭穎心姊妹

執事: 張漢榮執事 李婉貞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葉玉娥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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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司琴: 蔡　舒姊妹 蔡　舒姊妹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讀經: 黃思源小朋友 黃倩澄小朋友 蔡曉恩小朋友 盧芷晴小朋友

司事: 林洛琛小朋友 徐子曦小朋友 陳　灝小朋友 黃倩澄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李偉倫弟兄 陳可媚姊妹 吳綺薇姊妹 李偉倫弟兄 陳可媚姊妹

温柔: 張瑞儀姊妹 麥永佳姊妹 麥穎珊姊妹 何慧玲姊妹 張瑞儀姊妹 麥永佳姊妹 麥穎珊姊妹 何慧玲姊妹

和平: 文玉玲姊妹 呂淑琼姊妹 梁麗珠姊妹 方麗玲姊妹 文玉玲姊妹 呂淑琼姊妹 梁麗珠姊妹 方麗玲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陳敬蓮姊妹 王躍鑫姊妹 李芷珊姊妹 葉翠妍姊妹 陳敬蓮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三一主日（白）(6月11日) 聖靈降臨節主日（紅）(6月4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607,252  (包括發展及購堂: $50,600) 上週奉獻總數: $62,668

2017年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本週獻花: 李潔蘭姊妹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