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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祢已將哀哭變為跳舞》的閱讀之旅 
 

人生的艱難並不只是一連串有待解決的實際問題，藉患難浮現出來的苦澀、恐懼、擔

憂、無力、刺痛，更是我們最想閃避，但又是最難擺脫的。無奈地，信仰亦沒有為我

們提供直接解難的具體指引，讓我們按著步驟就能藥到病除。這書嘗

試為我們解開這種「信仰無力」的心結。 
 

如何讓哀傷變為跳舞呢？哀慟有時，跳舞有時。我們總不能越過哀

慟，直接起舞。 

哀傷中的眼淚，是滋養心靈成為培植生命的土壤。因此，哀哭吧！ 

為你身邊不知不覺走遠的人，為你漸漸失去的單純，為別人的冷漠，

說話、眼神及笑容背後的刀劍，為疾病的無情，社會的殘酷；為身處

憂患貧乏捆鎖的人， 

為你極度渴望的慈愛、公義並一切應有的美善，好好的哀哭吧！那些眼淚、傷痛、憂

愁、無力會一步一步引領我們看見上帝的醫治。 
 

作者盧雲帶我們從人生看得見的虛幻，温柔地進到觸得到的傷痛。過程中藉上帝醫治

的手拖帶我們跳出療癒的舞蹈，優雅地在艱難的舞池中緩緩前行。在漆黑中受傷的心

靈，可以瞥見暖和的柔光。讓我們在失望、傷痛的世界中重見盼望！ 
 

整本書鼓勵我們在人生的艱苦中需要堅持的五個舞步，邀請讀者慢慢從困苦走進希望

的心靈之旅： 
 

1) 從自我到世界 2) 從緊握到放手 3) 從宿命到盼望  4) 從控到愛  5) 從怕死到樂活 
 

閱讀這書，真的不能像看社交平台或通訊 app 貼文那樣的速度和心態。這是一個旅

程：由讓你刺痛的外在世界，往你跪弱的心內察看，不用急亦不能急。當你讀到心有

觸動，不妨停下來讓自己沉澱一下，向天父傾訴祈求，為自己的心靈提供較深度的整

理、治療。 
 

你說：「那對我來說太奢侈了，沒有時間！」明白的，不一定要整本書看完呢！在一本

書裏找到一段觸動你，甚至有機會醫治你的文字就值得了。心裏有傷，累積太久，會

在身體、思想及行為上，以你不太願意的方式漸漸浮現出來。它們合力作出「不合

作」的表現，為的是告訴你：要好好為你的心療傷。它們是上帝給你忠誠的守護天

使，不是有心跟你作對，你知道嗎？ 
 

這書在教會圖書櫃裏等著陪你走一趟心靈之旅。新張期內，你可借閱這書三星期。 

祝你旅途愉快！但記得扣上安全帶 ─ 上帝的憐憫和慈聲的呼喚 
 

註：疫情期間，圖書櫃仍然開放。 

江慕慈姑娘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LP669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LP669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LP669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LP669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LP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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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六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二主日 (紫)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將臨節燃點燭光 (普天頌讚 127 首) (第二主日) 眾立 

主席：我們燃點燭光，象徵基督—世界之光來臨。 
同誦：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主的道。 
主席：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同誦：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 
   就是“上主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3. 讚美：基督我主 我心盼望 (生命聖詩 61 首) 眾立 

1 基督我主，我心盼望，救贖唯一泉源； 
 創造萬物開天闢地，基督救主為王，基督救主為王。 
2 浩瀚宏恩無限憐恤，背負我們重擔； 
 被釘十架忍受極刑，釋放屬祂子民，釋放屬祂子民。 

默：3 死亡枷鎖已被掙斷，罪價主已清償； 
想 於今高坐聖父寶座，穿上尊榮外袍，穿上尊榮外袍。 

4 願主大恩溢澤寰宇，寬恕我等罪人； 
 使我罪人到寶座前，得蒙恩主接納，得蒙恩主接納。 
5 基督是我今生喜樂，是我來生賞賜； 
 我心我靈唯一誇耀，就是我主榮耀，就是我主榮耀。 
6 頌讚全歸於天上主，一切榮耀讚揚， 
 全歸聖父聖子聖靈，直到永永遠遠，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美哉主耶穌 (生命聖詩 65 首) 眾坐 

1 美哉主耶穌，宇宙萬物主宰！真神甘願降世為人； 
我心所景仰，我靈所尊崇，是我榮耀，冠冕，歡欣。 

2 青翠的草地，森林倍加美麗，全都披上彩艷春衣； 
耶穌更美麗，耶穌更聖潔，能使愁心歡唱不已。 

3 明麗的陽光，月亮倍覺清朗，繁星點點燦爛閃耀； 
耶穌更輝煌，耶穌更皎潔，天使榮光不足比較。  (間奏) 

4 榮美的救主，統管萬國萬民，祂是神子又是人子； 
榮耀與尊貴，頌讚與崇敬，都歸耶穌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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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40 章 1-8 節 (舊約 1058 頁) 

1 你們的神說： 
 「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2 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向它宣告， 
 它的戰爭已結束，它的罪孽已赦免； 
  它為自己一切的罪，已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3 有聲音呼喊著： 
 「要在曠野為耶和華預備道路，在沙漠為我們的神修直大道。 
4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 
 陡峭的要變為平坦，崎嶇的必成為平原。 
5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肉之軀的都一同看見， 
 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6 有聲音說：「你喊叫吧！」我說：「我喊叫甚麼呢？」 
 凡有血肉之軀的盡都如草，他的一切榮美像野地的花。 
7 耶和華吹一口氣，草就枯乾，花也凋謝。百姓誠然是草； 
8 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惟有我們神的話永遠立定。 

 

彼得後書 3 章 8-14 節 (新約 379 頁) 

8 親愛的，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9 主沒有遲延他的應許，就如有人以為他是遲延， 
 其實他是寬容你們，不願一人沉淪，而是人人都來悔改。 
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一樣來到；那日，天必在轟然一聲中消失， 
  天體都要被烈火熔化，地和地上的萬物都要燒盡。 
11 既然這一切都要如此消失，你們處世為人必須聖潔敬虔， 
12 等候並催促神的日子來到。 
 因為在那日，天要被火燒而消滅，天體都要被烈火熔化。 
13 但照他的應許，我們等候新天新地，其中有正義常住。 
14 所以，親愛的，既然你們等候這些事， 
 就要竭力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責，在主前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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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應 （奉獻）：天地讚美 (祢是王) 眾坐 

8. 見證：孫康寧弟兄，郭彩寛姊妹 

9. 信息經文：民數記 14 章 1-10 節 (舊約 198 頁) 眾坐 

1 全會眾大聲喧嚷，那夜百姓哭號。 
2 以色列眾人向摩西和亞倫發怨言，全會眾對他們說： 
 「我們寧願死在埃及地，寧願死在這曠野！ 
3 耶和華為甚麼要把我們領到那地，讓我們倒在刀下呢？ 
 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成為擄物。 
 我們回埃及去豈不更好嗎？」 
4 他們彼此說：「我們不如選一個領袖，回埃及去吧！」 
5 摩西和亞倫在以色列全會眾面前臉伏於地。 
6 窺探那地的人中， 
 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迦勒撕裂衣服， 
7 對以色列全會眾說： 
 「我們所走過、所窺探之地是極美之地。 
8 耶和華若喜愛我們，就必領我們進入那地， 
 把這流奶與蜜之地賜給我們。 
9 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百姓， 
 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 
 保護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耶和華卻與我們同在。 
 不要怕他們！」 
10 當全會眾正說著要拿石頭打死他們的時候， 
 耶和華的榮光在會幕中向以色列眾人顯現。 

10. 信息：進退兩難？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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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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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聖餐：Jesus suffered pain & death for us 眾坐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From the Father's heart sprang Christ,  眾坐 

the only Son of God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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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堂 *** *** 合 堂 ***

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司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和平:

喜樂:

仁愛:

暫　停 暫　停

郭小姬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暫　停 暫　停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吳綺薇姊妹

簡雪萍姊妹

劉翠琴姊妹

林　臻弟兄

鄧玉芬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徐俊榮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劉麗梅姑娘

黃翰濤弟兄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姊妹

當值執事

陳志輝先生

林美荃姊妹

潘裕圖弟兄

暫　停

葉德誠弟兄 簡雪萍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12月13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12月6日)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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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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約拿書 3-4 章、彌迦書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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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取消宗教聚會限聚豁免，本堂於 12 月 6 日及 13 日

只提供主日上午 10:30 網上崇拜，除事奉人員外，堂會不對

外開放，會眾請留在家中參與崇拜直播。 

4) 12 月 25 日上午 10:00 聯合聖誕崇拜(一堂)及洗禮，請肢體

依時出席，同來敬拜為我們降生的主基督。 

(以上聚會有待最新政府對宗教聚會指引再作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