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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深明得力在乎平静安穩的道理》 
 

      近日隨着兒童團契恢復實體聚會之後，喜見闊別多月回來參與團契的

各兒童帶着十分期待的心情回教會聚會，甚至有部分團友因着未完成功課也

來聚會，可見他們何等珍惜來教會與没有見面多時的團友相交和一起相聚之

深切。正當團契周會完結，有個别團友拿出數學功課出來做之時，不禁令我回

憶起自己在就讀小六至中學那些年，每晩因為趕着要完成排山倒海丶深不可

測的數學功課，總是做到三更半夜才能完成的痛苦日子，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感

到汗顏！ 

 

      在我們人生不同成長階段，總會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難題等待着我們

去解決，甚至會面對一些無計可施的問題，若然我們一遇到難題就選擇放棄，

或是選擇逃避問題，甚或是留在難題中停滞不前的話，確實於事無補，還會令

我們的人生就此困囿於看似高牆般難以跨過的問題之中，令我們無法繼續向

前行。那麽，我們可有甚麽秘訣和方法去面對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處境呢？可

能以下這個寓道故事能帶給我們一點點的啟發。 

 

      話説有一位愛好行山的弟兄，他因為熱愛行山和欣賞天父創造美境而

獨自一人去行山，起初他帶着輕輕鬆鬆心情沿途上邊行邊拍照，將大自然最美

好的一刻拍下來，可是他在路途上卻忘記了認路，结果他在山上迷了路，而且

眼見天色已晚，他還在山上找不到出路而困在山中，就在此時他的內心愈來愈

焦急，努力在山上四周尋找回家的方向，可惜還是無計可施，而且身體因著走

了太多山路而顯得精疲力盡無法繼續往前走。於是弟兄想起了他曾在靈修生

活看過一段經文「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如此說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赛 30:15 上) 隨後他便選擇容讓自己留在山中扎營睡覺

休息一晚，不再急著在山中自我掙扎尋找出路。到了第二天清晨，弟兄睡覺醒

來便起行靠著神所賜的信心和力量再嘗試沿着引水道旁的小徑尋找下山的路，

結果他便找對了方向平安走回家了！因此當我們遇到一些人生難以解決的問

題時，我們給自己適時休息及停一停向神祈求智慧和恩典去面對的話，我們可

能會得著從神而來意想不到解決方法和出路，正所謂人在那裏無計可施，神就

會在那裏為人開出新道路的時候。願彼此互勉之!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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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 (綠) 

1. 安靜黙禱 眾坐 

2. 宣召：以賽亞書 45 章 6-7 節 (舊約 1072 頁) 眾立 

6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使人都知道除我以外，沒有別的。 

 我是耶和華，再沒有別的了。 

7 我造光，又造暗；施平安，又降災禍； 

 做成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 

3. 讚美：表彰我主大能 (生命聖詩 15 首) 眾立 

1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為大，恩澤無限，使我心靈歌唱； 

 主言可靠，充滿寶貴應許；我靈，我心，因救主得歡暢。 

2 我靈，我心，宣揚主名為大，宣揚祂大能膀臂成善功； 

 自始至終，祂恩德永確實；主，大能聖者，堪當受敬崇。 

3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大能，世上掌權者都向主下拜； 

 祂面光中，強傲者必奔逃，謙虛者得升高，飢渴得飽。 

4 我靈，我心，宣揚榮耀聖道，應許穩固堅定，恩惠至豐； 

 我靈，我心，永遠宣揚我主，述說祂大能大德永無窮。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稱頌上主 (生命聖詩 13 首) 眾坐 

1 讓我心靈稱頌上主，全心全意崇敬， 

 滿心火熱讚美真神，稱頌主名為聖。 

2 讓我心靈稱頌上主，主愛浩大無比， 

 終身不忘一切恩惠，感謝上主賞賜。 

3 上主赦免一切罪孽，除去內心不潔， 

 上主醫治一切疾病，安慰一切苦情。 

4 主救贖我，賜新生命，使我脫離死權， 

 賜下仁愛，慈悲，憐憫，為我榮耀冠冕。 

5 主賜美物，諸般恩惠，滿足一切需用， 

 祂使生命健壯活潑，如鷹返老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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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96 篇 10-13 節 (舊約 860 頁) 

10 要在列國中說： 

 「耶和華作王了！世界堅定，不得動搖；他要按公正審判萬民。」 

11 願天歡喜，願地快樂！願海和其中所充滿的澎湃！ 

12 願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歡樂！ 

 那時，林中的樹木都要在耶和華面前歡呼。 

13 因為他來了，他來要審判全地。 

 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信實審判萬民。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章 1-10 節 (新約 313 頁) 

1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父神和 

 主耶穌基督裏的教會。 

 願恩惠、平安歸給你們！ 

2 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神，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們， 

3 在我們的父神面前，不住地記念你們因信心所做的工作， 

 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堅忍。 

4 神所愛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 

5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僅在言語，也在能力， 

 也在聖靈和充足的確信。 

 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那裏，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 

6 你們成為效法我們，更效法主的人， 

 因聖靈所激發的喜樂，在大患難中領受了真道， 

7 從此你們作了馬其頓和亞該亞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樣。 

8 因為主的道已經從你們那裏傳播出去， 

 你們向神的信心不只在馬其頓和亞該亞， 

 就是在各處也都傳開了，所以不用我們說甚麼話。 

9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傳講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裏， 

 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來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10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 

 就是神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那位救我們脫離將來憤怒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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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稱掦真神到永遠 (普天頌讚 29 首) 眾坐 

1 讚美歌聲似泉湧，地與天歡呼稱頌，詩章、頌詞敬獻奉， ** 
2 讚美歌聲不休止，傳揚上主作奇事：慈愛、真理、行公義；** 
3 聖徒歡欣樂陶陶，見證主恩多美好，信心、和平、滿恩慈，** 
4 克制魔鬼壓洪流，源繫救主恩如錨：信心領受主工妙，   ** 
5 無論晝夜、在何處，敬畏、尊稱施恩主，願我言行證主道，** 
 
** 稱揚真神到永遠。 

8. 回應 (奉獻)：精兵興起 (生命聖詩 375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以斯拉記 8 章 15-17、21-34 節 (舊約 656 頁) 眾坐 

15 我召集這些人在流入亞哈瓦的河旁邊，我們在那裏紮營三日。
 我查看百姓和祭司，發現並沒有利未人在那裏， 
16 就派人到以利以謝、亞列、示瑪雅、以利拿單、雅立、 
 以利拿單、拿單、撒迦利亞、米書蘭等領袖， 
 以及約雅立和以利拿單教師那裏。 
17 我吩咐他們往迦西斐雅地方去見那裏的領袖易多， 
 又告訴他們當向易多和他的弟兄， 
 就是迦西斐雅那地方的殿役說甚麼話， 
 好為我們神的殿帶事奉的人來。 
 
21 那時，我在亞哈瓦河邊宣告禁食， 
 為要在我們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們和我們的孩子， 
 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 
22 我以求王撥步兵騎兵幫助我們抵擋路上的仇敵為羞愧， 
 因我們曾對王說： 
 「我們神施恩的手必幫助凡尋求他的， 

但他的能力和憤怒必攻擊凡離棄他的。」 
23 我們為此禁食祈求我們的神，他就應允我們。 
24 我分派十二位祭司長， 
 就是示利比、哈沙比雅和與他們一起的兄弟十人， 
25 把王和謀士、軍官， 
 並在那裏的以色列眾人為我們神殿所獻的金銀和器皿， 
 都秤了交給他們。 
26 我秤了交在他們手中的有六百五十他連得銀子， 
 一百他連得銀器，一百他連得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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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二十個金碗，值一千達利克，上等光亮的銅器皿兩個，珍貴如金。 
28 我對他們說： 
 「你們歸耶和華為聖，器皿也歸為聖； 

金銀是甘心獻給耶和華－你們列祖之神的。 
29 你們要警醒看守，直到你們在祭司長和利未族長， 

以及以色列的各族長面前，在耶路撒冷耶和華殿的庫房內，
把這些過了秤。」 

30 於是，祭司和利未人把秤過的金銀和器皿接過來， 
 要帶到耶路撒冷我們神的殿裏。 
31 正月十二日，我們從亞哈瓦河邊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 
 我們神的手保佑我們，救我們脫離仇敵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 
32 我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裏住了三日。 
33 第四日，金銀和器皿都在我們神的殿裏過了秤， 
 交在烏利亞的兒子米利末祭司的手中。 
 同著他的有非尼哈的兒子以利亞撒， 
 還有利未人耶書亞的兒子約撒拔和賓內的兒子挪亞底。 
34 那時，這一切都點過秤過了，重量全寫在冊上。 

10. 信息：有人、有錢，還要什麼？ 眾坐 

11. 回應：來崇拜大君 (青年新歌 45 首) 眾立 

1 來敬拜我主，榮尊超高天，同唱以感恩，讚祂永愛、大能； 
 時常維護保守，確亙古未變，榮美耀眼光輝，讚歌不息響遍。 
2 同讚美傳述權柄與恩惠，榮美作袍服，設鋪帳幔天際； 
 神如乘坐烈怒戰車雷電裡，狂雨裡縱漆黑，看祂徑路疾馳。 
3 人何能傳述祢深恩看顧？從祢賜清風，賜光照耀一切， 
 看見小丘高山，見平原萬里，從祢賜雨水中─見恩惠確未停。 
4 人渺渺無助，塵土中造成，惟信靠我主，確知祢必可信； 
 創世、賜福保守，救主成密友！惟祢賜恩體恤，永不更改動搖。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To God on high alone be glory (by Vincent Lubeck)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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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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黃嘉樑愽士 黃嘉樑愽士

主席: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讀經: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邱頌詩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待定 待定 康　全弟兄 繆迺頌姊妹

司事: 柯思敏姊妹 文嘉麗姊妹 方子仁弟兄 劉惠雯姊妹

當值: 葉德誠弟兄 麥淑容姊妹 沙韋琪姊妹 林志剛弟兄 王月珊姊妹 曾偉珩弟兄 黃香娣姊妹 呂君達執事

影音: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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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李嘉懿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司事: 韋樂恩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雷君昊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小朋友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周敏儀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朱美儀姑娘 　

仁愛: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兒成合一崇拜

張淑敏姊妹

李燕怡執事

簡雪萍姊妹

呂君達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張慧清姊妹

謝月芬姊妹

李淑蓮姊妹

柯思敏姊妹

麥志成牧師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廿一主日（綠）(10月25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綠）(10月18日) 

上週奉獻總數: $165,125 本月累積奉獻: $391,874  (包括發展及購堂: $61,200)

本週獻花: 溫麗儀姊妹、麥淑容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0278 主知名 1000 *0279 主知名 2000 *0280 主知名 7000 *0281 主知名 3000 *0282 主知名 200
*0283 主知名 1500 *0284 主知名 1000 *0286 主知名 8060 *0288 主知名 4000 *0289 主知名 6000
S302 主知名 100 S970 主知名 10000 T593 主知名 1000 T712 主知名 10000 T895 主知名 2000
U116 主知名 100 U466 主知名 800 U765 主知名 3200 U780 主知名 4000 U806 主知名 3000
U814 主知名 11730 U832 主知名 4200 V028 主知名 2100 V038 主知名 1000 V273 主知名 4000
V371 主知名 1500

慈惠 : *0283 主知名 1500 U780 主知名 3000 U848 主知名 2400

感恩 : *0288 主知名 2000 M995 主知名 2000 T357 主知名 300 T593 主知名 1000 T964 主知名 20000
U116 主知名 100 U556 主知名 200 U780 主知名 2000 U806 主知名 1000 U849 主知名 500
V033 主知名 3000 V273 主知名 1000

發展 : *0282 主知名 200 *0283 主知名 1500 *0285 主知名 10000 *0287 主知名 10000 T627 主知名 4000
U466 主知名 2000 U780 主知名 1000 U832 主知名 200 U895 主知名 2000

差傳 : U832 主知名 200
鮮花 : U466 主知名 5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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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者，

留下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

堂聚會。 

2)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以西結書 41-47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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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堂開辦新一個成人主日學課程，若有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

請登入二維碼報名，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0 年 10 月 25 日。

課程詳情如下：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電子報名表連結 

情緒新觀 情緒人人皆有，傳

統教導要控制、管

理、甚至要訓練，

近年對情緒主張

EQ 到思維行為治

療都有，本課嘗試

從更新的角度去瞭

解並幫助學員駕馭

情緒。 

麥志成

牧師 

2020 年 11 月 1 日

至 2021 年 1 月 3 

日 (逢星期日，早

上 10:30 至 11:15 ) 

 

註：若崇拜時間有

變動，上課時間則

改為上午 11:45-

12:30 

https://bit.ly/3nUFTTU 

 

 

4) 今日崇拜後隨即舉行會友大會暨 2021-22 年度執事選舉，已
收取 2020 年會友大會委任代表文書的會友請留步參與。 

5)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25/10、1/11、8/11、15/11、22/11、
29/11 進行，共六堂，上課時間為下午 1:00-2:00。凡
有意於今年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登入以下網址
https://bit.ly/2YiYLB1 或二維碼填寫表格。 

6)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7) 傳道人朱美儀姑娘於 10 月 20 日至 22 日放假。 

8) 會友梁璐珊姊妹於 10 月 13 日丁母憂，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