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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小屋》一部帶給人心靈療癒的電影 

 
  最近有機會收看《天堂小屋》電影，未想到這部電影卻令人相當感動和帶給人心靈上
的觸動! 
 
  《天堂小屋》這部電影是改編自《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中的小說《小屋》，作者威
廉楊格（William Paul Young）在書中曾分享自己在年幼時經歷過被虐打的遭遇，後來經歷了
心理治療把心靈傷痛療癒，然後將其得醫治的心路歷程和感受寫成一本小說《小屋》。電影
中拍成的故事講述麥克小時生於一個父親常因酗酒而虐打母親和他的家庭，後來還因一次
在教會向牧者講述父親虐打媽媽事件後，回家被父親毒打一場，為麥克留下了很深的童年
創傷陰影，令長大了的麥克無法從情感上感受得到天父上帝的慈愛和親密關係。 
 
  此外，劇中的麥克有一次帶着三名子女到山上露營時，為了救出遇溺兒子賈許，後來
才發現小女兒美思意外失蹤。經過警方搜索後，最後在山中一間小屋中發現了美思那血跡
斑斑的裙子，麥克深信女兒已被殺害，還承受著痛失女兒的傷痛令他無法釋懷。直到三年
半後的一個暴風雪天，麥克竟收到一封署名「老爸」的信，邀請他到「小屋」碰面。老爸是
麥克妻子南對上帝的稱呼。麥克決定獨自前往案發小屋查探。過程中，被神秘人引領到老
爸的小屋。小屋內除了麥克和老爸(代表天父)，還有耶穌和代表聖靈一起共處。他們對麥克
曾發生的所有事都瞭如指掌，反映出三位一體神定意要醫治心靈深處充滿傷痛的麥克。 
 
  首先三位一體神醫治麥克在面對過往的創傷經驗對上帝存有錯誤的理解，他認為自己
成長被虐打及女兒被兇手殺害是歸咎於上帝不愛他和不保護他所愛的女兒。當他明白到他
是錯誤理解上帝的心意時，他的醫治便逐步開始; 三位一體神為麥克女兒安排安息禮儀，讓
麥克能與女兒的遺體正式道別、然後上帝又帶領他得見女兒已在天堂美麗花園開心的境況，
令麥克心靈獲得安慰! 繼而上帝帶麥克在心靈上重遇那逝世的父親，父親為著過往做在他
身上的虐打傷痕一一道歉，麥克便從心底裡饒恕父親，恢復了跟上帝一份親密關係，不再
被內心的恐懼和憤怒阻礙他親近上帝。 
 
  看畢這部電影後最能觸動我內心的是神對人的心靈照顧相當憐憫和慈愛! 在人未曾醒
悟以先神醫治的恩手已臨到人的心靈深處中，即使那心靈創傷影響得人有幾深遠、年日有
多長，神無時限的醫治也可以臨到每一個受傷心靈當中，讓受傷破碎心靈可從過往傷痛的
包袱中釋放出來，重過新生活! 其實這部電影想帶給我們信息是; 第一，人間沒有神不能醫
治的心靈傷痛。第二，神甘願以祂犧牲的愛來換取我們的救贖。第三，唯有上帝才能真正治
療我們的傷痛。 
 
  不竟人生無常，所遇到的順境、逆境、意外、生老病死和悲歡離合等處境不是人生可掌
管或預期，但我們可以放心全然交託掌管我們生命的主，上帝能夠連一個人心靈中需要醫
治的角落也能醫治，那證明上帝在面對人的苦難和受傷害經歷不是以沉默來回應，乃是以
祂大能的愛、醫治、安慰、寬恕、復和去修補人在罪裡為他人弄成的創傷和心靈的傷害。 
 
  求主憐憫醫治仍在等待被療癒受傷破碎的心靈!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主定之日 (普天頌讚詩 118c 首) ............................ 眾  立 

2) 主是我護庇、我力量、能力、樂歌、歡欣， 

主是盾牌、保衞、拯救，主愛一生長存。 

6) 這是我主所定一天，我在其中歡喜， 

稱頌我主永恆大愛，盡心、盡性、盡意。 

3. 宣召 ..............................詩篇 89 篇 1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遠，我要用口將你的信實傳到萬代。 

4. 讚美 .................................. 基督聖容 (生命聖詩 60 首) ............................... 眾  立 

   1) 慈祥，和藹，尊貴，威嚴，顯在救主聖面， 

 看祂頭戴榮耀如冕，嘴唇滿有恩言，嘴唇滿有恩言。 

   2) 普天之下没有一人，能與救主相比， 

 天庭千萬華美天使，亦難與主比擬，亦難與主比擬。 

詩班：3) 祂見我陷痛苦深淵，就來撫慰拯救， 

 為我背負羞辱十架，擔當一切苦愁，擔當一切苦愁。 

   4) 祂賜生命氣息給我，享受一切喜樂， 

 救主使我勝過死權，脱離墳墓幽暗，脱離墳墓幽暗。 

   5) 上主賜我豐富恩典，益證主愛無邊， 

 我若能有千萬顆心，都願向主奉獻，都願向主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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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喜傳福音 (生命聖詩 263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89 篇 5-18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羅馬書 6 章 12-23 節 

8. 獻詩 ....................... 自有永有真主宰 (上帝高超構思 12 頁) ..................... 詩  班 

9. 奉獻 .................... 這愛何等難測、我深知相信的是誰 (早堂) .................. 眾  坐 

非我，惟主 (午堂) 

10. 信息經文 ................................ 傳道書 7 章 1-12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尋求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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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在十架 (生命聖詩 119 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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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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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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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宣道會藍田堂聘牧：增聘傳道，主動熱誠，負責青少年事工，具團隊精神，

神學士或以上，有志者請電郵履歷近照及兩位諮詢人至宣道會藍田堂。

admin@cmaltc.org 資料只供招聘用 

5) 香港聖樂促進會於 7 月至 9 月期間，逢星期三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於教會禮堂進行練習。 

6) 麥志成牧師將於 7 月 6-8 日（週四至週六）到鶴山教會事奉。 

7) 傳道孔啟源先生的母親已於 6 月 25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8) 周家邦弟兄之母親羅玉萍姊妹的安息禮拜定於 7 月 18 日晚上 8 時在鑽石

山殯儀館地下永德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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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Sing with Joy, Glad Voices Lift by Herman Schroe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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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讀經: 林恩庭姊妹 顧建德弟兄 林恩庭姊妹 彭秀群姊妹 李芷珊姊妹 林燕芬姊妹 李芷珊姊妹 黃佩貞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林笑寶姊妹 趙惠蘭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林瑞馨姊妹 鄭倩雲姊妹 張元娜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鄭穎儀姊妹 蔡月媚姊妹 鄒念龍弟兄 盧麗銀姊妹 朱月萍姊妹 李育如姊妹 譚建偉弟兄 吳友蓮姊妹

當值: 余文耀執事 麥淑容姊妹 張金生弟兄 呂君達弟兄 區惠娟姊妹 戴志遠弟兄 楊彼得弟兄 劉嘉敏姊妹

影音: 郭浩賢弟兄 梁睿熙弟兄 許偉賢弟兄 柯綽瑤姊妹 陳朝發弟兄 周　溢弟兄 雷偉勝執事 陳喜洋弟兄

執事: 張漢榮執事 李婉貞執事 林殷宏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義妹姊妹 蔡加德弟兄 梁銘章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司琴: 梁頌康弟兄 梁頌康弟兄 鍾慧嵐姊妹 鍾慧嵐姊妹

讀經: 劉卓曈小朋友 盧芷晴小朋友 蔡曉恩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司事: 葉栢揚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陳　灝小朋友 徐子曦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李寶玲姊妹 郭小姬姊妹 呂淑琼姊妹 黃浩恩弟兄 李寶玲姊妹 郭小姬姊妹 呂淑琼姊妹

温柔: 張瑞儀姊妹 麥穎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張瑞儀姊妹 麥穎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和平: 李燕怡執事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燕怡執事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劉小麗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杜小青姊妹 楊慧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朱美儀姑娘 葉佩鈴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綠）(7月9日)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綠）(7月2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511,776  (包括發展及購堂: $69,500) 上週奉獻總數: $13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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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宇軒弟兄、張穎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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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