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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心理學 

 
  台灣人在網上發表了一份《觀光心理與行為》的研究報告，目的是給旅遊行業參
考，內容從馬斯洛（Maslow）的人類需求層次開始（共有五個層次），指出旅遊是屬
於第二層次，即在滿足了基本生存需求之後，難怪有那麼多人喜歡去旅遊，香港多年
最暢銷的書也是關於旅遊的。 
 
  當人決定去旅遊時就會進入四個階段：1. 熱切期望—正是「未出發先興奮」，渴
望從旅遊中得到滿足。2. 計畫行程—開始計畫一切包括行程、住宿、旅伴等，有時會
帶來壓力，所以旅遊公司最好是這時候介入。3. 出發成行— 也就是旅遊的重心，一
切期望的實現，旅行公司有責任完成客人的願望。4. 回憶階段—旅遊後帶回來的照
片、記念品、甚至新相識的朋友，將會帶來另一次的滿足感，所以旅遊從開始就帶來
興奮，直至旅遊後一段時間仍然會回味無窮，這就是旅遊受歡迎的心理因素。 
 
  參加旅遊的人雖然主要是觀光，其實還有不同的類型：1. 觀光型—純粹為觀光，
欣賞異地風情的。2. 冒險型—多選取冷門旅遊點，不是深山野領就是孤島大海，喜
歡攀山、潛水、飛行、滑雪等驚險活動。3. 求知型—多為文化愛好者，喜歡探究各地
風土人情、生活習憤、文化氣息，所以凡事都會問個究竟。4. 採購型—顧名思義就是
以購買各地奇珍異寶，或價廉物美的物品為主要目的，觀光並非首要。5. 保健型—
對住宿、食物和活動都有一定的要求，務求能達到身心健康為目的。 
 
  比較有趣的，原來選擇旅遊地點也代表某種心理型態，選擇近距離目的地的，除
了經濟因素之外，還代表性格較為保守，不習慣改變，最好是處於自己舒服的環境裡。
而選擇國境內的，自然是較可以適應改變與接受新事物。那些選擇跨國境的人，都是
具強烈的好奇心理，嚮往新的國度，適應力強，興趣廣泛，對自然風光、歷史古物、
世界奇景、文化藝術、風俗習慣都有廣泛的興趣的人，當然香港是個彈丸之地，出外
旅遊往往都是跨國境的，反而許多人是想在繁忙的生活之外，有喘息的機會，旅遊變
成療傷、休息的機會。 
 
  無論如何，願計晝出外旅遊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有一個愉快的假期，並且就如聖
經所說：「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不曾聽見嗎？永在的 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
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
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 40：28-31）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以賽亞書 55 章 10-12 節 .................................. 眾  立 

啟：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 

  使地上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吃的有糧。 

應：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 

  卻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合：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 

  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 

3. 讚美 ................................ 頌讚主聖名 (生命聖詩 63 首) ............................. 眾  立 

1) 頌讚榮耀都歸主宰，至高全能真神， 

祂愛世人，差獨生子為人受死捨身。  ** 

2) 主名超乎萬名之名，至高至尊至聖， 

今坐父神寶座右邊，天使崇拜奉敬。  ** 

3) 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和平全能之君， 

統治天下萬國萬民，掌權無窮無盡。  ** 

** 頌讚主聖名，頌讚主聖名，頌讚與榮耀歸主名； 

頌讚主聖名，頌讚主聖名，頌讚與榮耀歸主名。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 忠主託付 (生命聖詩 271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羅馬書 8 章 1-11 節 ...................................... 眾  坐 

馬太福音 13 章 1-9, 18-23 節 

7. 獻詩 ................................... 祢是彌賽亞、耶和華尼西 ................................. 兒童詩班 

8. 奉獻 .............................信心使我得勝 (生命聖詩 281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歌羅西書 3 章 1-4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生命更新由價值觀開始 ................................... 眾  坐 

11. 回應 .............................主民應當奮起 (生命聖詩 356 首) .......................... 眾  立 

1) 奮起，上主子民，放下次要事務，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服事萬王之王。 

2) 奮起，上主子民，促成天國來臨， 

趕快復興，相親相愛，除掉罪惡黑暗。 

3) 奮起，上主子民，教會需你力量， 

她責任重，她力量薄，奮起，使她振興。 

4) 奮起，耶穌弟兄，當隨主腳蹤行， 

高高舉起基督十架，奮起，上主子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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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中國浸信會神學院教務主任沈志雄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請已報名參加 17/7-22/7 暑期聖經班之兒童，於 17/7 早上 8:45 準時到達

教會出席課堂。（煩請各兒童必須穿著 T-shirt、褲子和波鞋及自備飲用水

一枝） 

4) 配合本年暑期聖經班美食嘉年華，將於 22/7(六)上午 9:00-10:00 舉行家長

講座，主題：如何培養子女快樂情緒與學習，由恩流輔導中心心理輔導員

霍張佩斯女士主講，費用全免，歡迎各家長出席參加。 

5) 以諾團契於 7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至 3:30 舉行健康講座「退化性

膝關節炎——日常生活篇」，由衛生署註册護士主講，歡迎 60 歲或以上人

士參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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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於不同服務中心工作及參與教會事奉，鼓

勵弟兄姊妹參加（參加費用每位 500 元）及奉獻支持，報名請與麥牧師聯

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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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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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孔先生今早到宣道會九龍灣堂講道。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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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本堂會友葉夢華姊妹於 7 月 10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7 月 20 日早

上 10:30 在佛教醫院小禮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2) 本堂會友葉利洋弟兄（葉慧靜姊妹）爸爸的安息禮拜定於 7 月 23 日晚上

6 時正在九龍殯儀館慈光堂 301 室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3) 本堂會友朱健文弟兄於 7 月 11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8 月 3 日晚上

7:30 在沙田寶福殯儀館四樓妙天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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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Praise to the Lord, the Almighty, the King of creation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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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沈志雄牧師 沈志雄牧師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主席: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余月娥執事 余月娥執事

讀經: 連思樺姊妹 麥淑容姊妹 連思樺姊妹 蔡小鳳姊妹 陳卓欣姊妹 陳朝發弟兄 陳卓欣姊妹 鄧民亮弟兄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梁頌康弟兄 林美荃姊妹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招待: 陳醮英姊妹 鄭　琦姊妹 黃盛霞姊妹 康　全弟兄 陳惠霞姊妹 林義妹姊妹 梁淑敏姊妹 方子仁弟兄

司事: 葉蔓菲姊妹 黎蓮妹姊妹 譚慧冰姊妹 莫綺湘姊妹 譚富霖弟兄 袁麗娟姊妹 周家楊弟兄 黃佩貞姊妹

當值: 李德恩弟兄 曾偉珩弟兄 羅志威弟兄 朱麗麗姊妹 馬君蕙姊妹 温麗儀姊妹 惲保羅弟兄 林志剛弟兄

影音: 魏成杰弟兄 周　溢弟兄 郭　宏弟兄 鄭穎心姊妹 蔡加德弟兄 何淑怡姊妹 黃曉媚姊妹 鄭心怡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林禮標執事 陳永祐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潘燕玲姊妹 丘嘉敏姊妹 趙惠蘭姊妹 鄭穎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陳曉晴姊妹 陳曉晴姊妹

讀經: 林洛琛小朋友 黃倩澄小朋友 何嘉熹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司事: 何葦霆小朋友 鄭奕希小朋友 周旨亮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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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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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綠）(7月23日) 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綠）(7月16日) 

本月奉獻累積: $284,489  (包括發展及購堂: $38,500) 上週奉獻總數: $12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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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進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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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7年6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44,536         460,036    2,200        7,600       4,100        1,100       69,500          

現金支出 481,567         428,820    3,000        1,371       -                5,000       43,376          

現金流入/(流出) 62,969           31,216      (800)          6,229       4,100        (3,900)      26,124          

固定資產 15,387,336    344,736    -                -               -                -               15,042,600   

銀行及現金結餘 1,794,847      462,813    443,570    768,080   20,000      (14,250)    114,634        

其他資產 122,308         50,308      -                -               72,000      -               -                    

按揭貸款 (3,272,953)    -                -                -               -                -               (3,272,953)    

其他負責 (180,380)       (180,380)   -                -               -                -               -                    
淨資產 13,851,158    677,477    443,570    768,080   92,000      (14,250)    11,884,281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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