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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系列(一) : 逆境當靠主 
 
  古語道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在我們的一生中總會遇見大大小小的逆境，倘若
要用不同級數去形容那些逆境事件程度，由小至大去排列的話，我也瞥見在自己生命歷程
中出現過不同級數的逆境 ; 第一級 : 小六升中竟然派不到心儀中學，結果要去一間私校讀
書，與小學一群熟悉同學分離下抱頭痛哭。 第二級 : 中五會考放榜，考取 0 分未能升讀中
六，要四處撲學校也沒有學校修讀，結果要在一間夜中學修讀中五。第三級 : 後來在 19 歲
照鏡時發現腮腺中含有 3 厘米大腫瘤要立即動手術，當時剛出來工作醫葯費也成問題。 第
四級 : 在 1999 年社工畢業正遇著一場金融風暴，失業左大半年，那些日子經歷到甚麼是極
窮困時刻，在教會聚會後回家前身上只剩下十元正緊緊足夠乘車回屯門家。第五級 : 在
2003 年工作期間，有兩年時間被上司出賣和傷害，被迫要離職失去工作機會。第六級 : 在
2010 至 2013 年面對家人先後患病; 爸爸抑鬱症、媽媽中風、妹妹患膽石、自己就患癌症。 
 
  現在回看這些逆境和片段時有點像粵語長片內容，人生之中不如意的逆境彷彿排山倒
海的湧著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屋漏偏逢連夜雨，令人感到無法控制、無常、無助 ! 正
正是處於三無 (無法控制、無常、無助) 狀態，讓我學會了一個很深的功課 ; 面對逆境時不
去問為甚麼，或為何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等問題。 因為問下去都沒有答案之餘，還會增加自
己在面對逆境時的痛苦感受，皆因苦難的出現不是叫我們問為甚麼 ? 而是拉闊我們生命承
載力的深度和對神信心的強度，引領我們更清心去倚靠主，更經歷神同在真實，以致我們
的信仰生命不會留於表面化和二手信仰，人云亦云 !  而是效法約翰的信仰經歷及見證 ; 
對神的道認識是親耳聽過、親眼看過和親手摸過的一手信仰。 
 
  然而從積極一面去看逆境，的確能加速人的成長和對信仰的成熟度，也能豐富我們對
神的大能和慈悲憐憫多一番體會和見證，幫助我們拉近與神和與人之間的關係距離，有助
我們儲存一份面對更大逆境的信心和力量。相反我們從負面角度去看逆境的話，我們就會
感到無法逃避的痛苦及無助 !  
 
  再者逆境本身亦能擦亮我們心靈眼睛，看到恩典夠用，在我們最軟弱時就最剛強。因
此我們如何看逆境，好決定我們面對逆境時靈性狀態、對神信心和心情 ! 正如銀幣的兩面 ; 
如果我們看逆境是神的咒詛令我們失去很多東西，我們內心好自然會無法感恩，終日愁眉
苦臉! 相反我們看逆境是正面的話，能訓練我們增加對神信心、獲得人生智慧、神恩典預
備、供應，我們內心好自然就不斷發出感恩和倚靠主的心 !  
 
  各位弟兄姊妹! 盼望這段經文送給正在面對逆境的你帶來一點的安慰和從神而來的應
許 ; 「耶和華說 :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
你們末後有指望。」(耶利米書 29:11) 這段經文背景是記述以色列民歷經被擄亡國艱辛歲月，
神透過耶利米先知宣告被擄日子將要過去，以色列民可回歸國土，求告神必重建與神關係 ! 
所以弟兄姊妹可放心，我們遇見的逆境是有時限、終有一天會過去的，而且神給予我們求
告祂和倚靠祂過渡逆境的恩惠和能力 !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39 篇 23-24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應：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没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3. 讚美 ........................ 阿利路亞頌歌飄揚 (普天頌讚 184 首) ...................... 眾  立 

1) 阿利路亞，頌聲飄揚，樂歌遍響聲迴盪， 

阿利路亞，歡呼高唱，天軍應和多嘹亮， 

站主座前事奉聖明，不停歌唱到永遠。 

2) 阿利路亞，頌聲飄揚，傳遍撒冷慶自由， 

阿利路亞，母親開懷，兒女成羣歌恩厚， 

被擄子民向主哀訴，巴比倫哀歎煩憂。 

3) 阿利路亞，我縱珍愛揚聲頌唱到永遠， 

阿利路亞，歌中不忘，暫且靜默作結聯： 

如主曠野祈禱禁食，捨棄世慾不容存。  (間奏) 

4) 三一上主配得稱頌，求祢垂聽禱告恆， 

我們直等至終復活，與眾聖徒共事神， 

主寶座前歡欣歌唱，阿利路亞樂無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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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古人喜樂 (普天頌讚 185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約翰福音 1 章 43-51 節 ................................... 眾  坐 

哥林多前書 6 章 12-20 節 

7. 獻詩 ...............................上主成肉身 (普天頌讚 194 首) ............................ 詩  班 

8. 奉獻 ............................................. 主拯救我靈魂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撒母耳記下 12 章 1-7 上節 ................................ 眾  坐 

10. 信息 ..................................... 新年進步：你就是那人 ................................... 眾  坐 

11. 回應 ..............................神是我牧者 (青年新歌一 16 頁) ........................... 眾  立 

   1) 神是我牧者，天天引導我，必供應完備未缺； 

 領我身躺臥綠野佳美地，真理、活水遍地見。 

   2) 重造我內心，更新我路徑，恩主名常頌念記。 

 路上祢在旁助我走窄路，滿仁愛公正步履。 

默想：3) 危難與絶境、幽谷與逆旅，堅心信靠未懼怕； 

 祢以杆與杖為我擔軟弱，共行賜安慰、勵勉。 

   4) 仇敵滿前方，恩主卻伴我，祂擺設筵席盛宴； 

 滿滿的福杯，溢我心裏面，膏抹這生滿祐眷。 

   5) 宏恩與憐恤、祝福已澤遍，恩典處處亦遇見； 

 住在祢聖殿，願永瞻祢面，永没止息，我願意。 



 

 

12. 公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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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4 日(六) 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題目：「誰是你的護心天使?」，講

員：余德淳博士，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領未信主的家人朋友赴會。是日所

有團契參加佈道會。 

3) 2017-2018 年度第二季青成年主日學於今日開始，上課時間上午 10:30-

11:15，課程如下，歡迎弟兄姊妹索取課程簡介及報讀。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課室 

基礎 舊約概論 陳麗樟姑娘 102 

中級 保羅書信(二) 麥志成牧師 副堂 

中級 普通書信(一) 孔啟源先生 101 

進深 
約翰福音中的七個神蹟(記號) 

(1 月 21 日開始) 
周家邦弟兄 

104 

初中主日學 愛家書簡 
李芷珊姊妹、林恩庭姊妹、

劉皓然弟兄 

103 

高中主日學 耶穌我救主 梁小儀姊妹 105 

4) 執事會於 1 月 18 日(四)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並求主賜

智慧商討聖工。 

5) 教會於今年（1 月 1 日）開始推行「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以每日一

章進度方式進行，並會提供每章簡單經文闡釋，弟兄姊妹只要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首先閱讀的

書卷是馬可福音，1 月 17 日是使徒行傳。 

6) 2018 年開始，長者以諾團契更改聚會時間為逢週二上午 10:00 至 11:30，

並於每月的第二及第四週有查經，由劉麗梅姑娘帶領。另團契於 1 月 30

日邀請衛生署姑娘主領健康講座，題目為「膽固醇睇真 D」。歡迎對題目

有興趣的肢體參加。 

7) 家庭團契的蘆葦組(子女就讀小學級)訂立 2018 年目標為「建立合神心意

的價值觀」，聚會於每月第二個主日下午 2:00 舉行；附設小學生團契，由

朱美儀姑娘帶領。歡迎有興趣的家庭參加。 

8) 會友張梁春友姊妹喪禮定於 1 月 17 日晚上 7:30 在九龍殯儀館三樓光耀堂

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9) 會友唐梁桃芬姊妹喪禮定於 1 月 25 日早上 10:00 在將軍澳醫院小禮堂舉

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0) 公禱事項：2018 年崇拜目標-同心合一崇敬三一神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來 10:24） 

* 求主藉每主日的崇拜建立我們成為合一的基督群體 

* 求主使用我們在生活中的善行榮耀父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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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Postlude in C By J. Christian Heinvich Rinck (1770-1846)......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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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余文耀弟兄 余文耀弟兄

讀經: 周　溢弟兄 陳朝發弟兄 周　溢弟兄 黃佩貞姊妹 連思樺姊妹 連卓欣弟兄 連思樺姊妹 蔡小鳳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卓恩姊妹 林溢輝弟兄 林美荃姊妹 梁頌康弟兄 林美荃姊妹 梁頌康弟兄

招待: 趙惠蘭姊妹 林笑寶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淑蓮姊妹 鄭　琦姊妹 陳醮英姊妹 鄒小敏姊妹 梁淑敏姊妹

司事: 朱月萍姊妹 李育如姊妹 譚慧冰姊妹 雷瑞玉姊妹 葉蔓菲姊妹 鄧愛賢姊妹 方子仁弟兄 黃家成弟兄

當值: 温麗儀姊妹 余文耀弟兄 劉嘉敏姊妹 鄧民亮弟兄 葉德誠弟兄 馬君蕙姊妹 呂君達弟兄 黃香娣姊妹

影音: 陳永祐弟兄 李雪葵姊妹 林殷宏執事 陳喜洋弟兄 郭浩賢弟兄 梁睿熙弟兄 呂進雄弟兄 鄭心怡姊妹

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執事 陳可媚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楊明麗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盧穎君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周旨亮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陳可媚執事 劉小麗姊妹 李寶玲姊妹 陳可媚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楊曉欣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黃麗堅姊妹 楊曉欣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朱美儀姑娘 陳玉燕姊妹 朱美儀姑娘 陳敬蓮姊妹 盧美玉姊妹 陳玉燕姊妹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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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期第三主日（綠）(1月21日) 顯現期第二主日（綠）(1月14日) 

本月累積奉獻: $199,067  (包括發展及購堂: $28,100) 上週奉獻總數: $199,067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盧惠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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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