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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願生活的微光點亮你 

 

這些年，無論因為社會情況、疫情又或日常面對的生活重擔，我們可能都帶著較沉重

的心情渡過，難免有點疲累、麻目或鬰悶，對嗎？ 

 

信仰的一些大道理，做了信徒一段日子的我們都曉得，也常說。不過，世情浮浮沉沉，

人性或明或暗，信心反反覆覆。在忙碌、昏亂的生活中，學習對自己坦誠，對世界看

清，對上帝忠誠並不容易。信仰，到底是我們的出路，還是已成為我們的困惑、重擔，

甚至我們想掙脫的枷鎖呢？ 

 

談論人生，可以沉重，也可以輕鬆；信仰亦然。談及信仰也可以輕鬆嗎？這種的輕鬆

不是馬虎膚淺，亦不是搔不著癢的內容中加入宗教用語。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平凡事物，

細察上帝各種面貎的呈現，感受祂的同在同行。雖然不是探討甚麼偉大的宗教議題，

但亦可以相當貼地。好像你走進大自然的環境時，帶著放鬆而好奇的心，在沿途總會

發現一些植物的美態和小動物的趣怪。能夠在平淡中看出奇妙，是生活智慧，亦是靈

性操練，是讓我們在疲乏中整理身心，才可以更有力量準確地向前行。 

 

 楊腓力在《微光：楊腓力 365 恩典故事集》（Grace Notes: 366 

Daily Inspirations from a Fellow Pilgrim） 這書，就不是寫一些

信仰大道理，亦沒有很強勢的說教語氣。對於過於沉重和勞累

的我們，書中的短文細膩地帶我們從很多的生活逸事、人性的

思念、焦慮、牽掛，別人故事、社會文化甚至電影情節中體會

和詮釋信仰，樸實地反映上帝的恩典。讓平凡的心靈產生共鳴，

令人會心微笑，亦給與空間讓你向上帝提問和探索。他有一種

靈性上的敏銳和睿智，在平淡中看見立體的上帝。 

 

作者在看見的事物中感應自己的掙扎，由它們引導自己尋索並

咀嚼信仰的味道。昏暗的世態就算企圖阻擋耀眼的陽光，但總

不能隔絶一切的光線。微光，令人心療癒愉悅，是在叢林、溝渠、洞穴或窄巷裏滲出

的希望。若你的心靈沉鬱乏力，盼望這書的光能夠照亮你心。  

 

※ 疫情期間，藍田堂圖書館仍然開放，這書亦可供大家借閱。另外，若你未

歸還已過期的圖書，亦可回教會續借或還書。※。 

 

江慕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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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預苦期第二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22 篇 26-28 節 (舊約 777 頁) 眾立 

26 願困苦的人吃得飽足，願尋求耶和華的人讚美他。 

願你們的心永遠活著！ 

27 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順他， 

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28 因為國度屬於耶和華，他是管理列國的。 

3. 讚美：讚美主奇妙救贖 (生命聖詩 79 首) 眾立 

1 但願萬民都來歌唱，讚美救主聖名，  

讚美上主君王榮耀，頌揚主恩豐盈。  

2 耶穌聖名能除驚惶，慰我心中憂傷，  

好像妙樂進入耳中，使我平安健康。  

3 祂已消滅罪惡權勢，解脱罪人捆鎖，  

惟主寶血能除罪跡，也洗淨我罪過。  

4 懇求恩主慈愛父神，助我到處宣揚，  

將主聖名奇妙救恩，傳遍地極四方。 

5 但願榮耀，頌讚，大愛，永遠歸與真神，  

天上地下教會信眾，一同稱頌主恩。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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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惟獨耶穌 (生命聖詩 87 首) 眾坐 

1 惟獨耶穌是我信息，惟獨耶穌我所傳揚；  
我要永遠高舉耶穌，惟獨耶穌我所仰望。  **  

2 惟獨耶穌是我救主，我眾罪過祂代擔當；  
惟獨耶穌使我稱義，日日賜我所需力量。  **  

3 惟獨耶穌使我成聖，脱離自我，罪污洗清，  
惟獨耶穌賜下聖靈，充滿我心，靈命豐盛。 **   (間奏)- 

4 惟獨耶穌醫我疾病，一切輭弱主代擔當，  
祂的復活豐盛生命，祂的肢體皆能分享。  **  

5 惟獨耶穌我所等候，儆醒注意再來呼聲，  
仍是耶穌，只有耶穌，耶穌永是我的一切。 **  
 

** 惟獨耶穌，永遠耶穌，我心讚美，我口傳揚，  
救我醫我，使我成聖，榮耀救主，再來之王。 

6. 誦讀經文 眾坐 

創世記 17 章 1-7、15-16 節 (舊約 20 頁) 

1 亞伯蘭九十九歲時，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 
「我是全能的神。你當在我面前行走，作完全的人， 

2 我要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 
3 亞伯蘭臉伏於地；神又對他說： 
4 「看哪，這就是我與你立的約，你要成為多國的父。 
5 從今以後，你的名字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 

 因為我已經立你作多國之父。 
6 我必使你生養極其繁多； 

 國度要從你而立，君王要從你而出。 
7 我要與你，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 

 成為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 
 
15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 
 「至於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她撒萊，她的名要叫撒拉。 
16 我必賜福給她，也要從她賜一個兒子給你。 
 我必賜福給撒拉，她要興起多國； 
 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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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5 章 1-11 節 (新約 232 頁) 

1 所以，我們既因信稱義， 

 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以與神和好。 

2 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以進入現在所站立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4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5 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神的愛，已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澆灌在我們心裏。 

6 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時刻為不敬虔之人死。 

7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9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得救， 

 免受神的憤怒。 

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 

  尚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以與神和好，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11 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以與神和好， 

 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 

7. 回應 (奉獻)：每一天 (美樂頌 88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希伯來書 12 章 1-3 節 (新約 357 頁) 眾坐 

1 所以，既然我們有這許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 

就該卸下各樣重擔和緊緊纏累的罪， 

以堅忍的心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2 仰望我們信心的創始成終者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如今已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3 你們要仔細想想這位忍受了罪人如此頂撞的耶穌， 

你們就不致心灰意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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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鼓舞我心 眾坐 

10. 回應：我們有一故事傳給萬邦 (青年新歌 60 首) 眾立 

1 要向萬族述說震撼故事，讓眾心可歸正悔改， 

滿真理，並憐憫、恩典，這故事滿真理亮光， 

滿安穩、屬天平安。 ** 

2 來向萬族頌唱美妙歌韻，讓眾心可轉向上主， 

這詩歌得勝罪惡、黑夜，粉碎利器，刀劍、利槍， 

破損佩劍與矛槍。  ** 

3 要向萬族述說歡天喜訊，是那高天君尊上帝， 

愛子賜萬民，贖價清付，將那上帝的愛盡顯， 

已將犠牲的愛顯。  **   (間奏) 

4 要使萬族認識救贖恩主，歷遍憂傷，祂甘步往， 

要使眾世人，並各邦族，歸信上帝真確道理， 

臣服主的真理中。  ** 
 
** 黎明會照遍，再不黑暗，期待正午燦爛陽光； 

而基督國度必會降臨，國度真光、愛澤臨。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求主復興 (生命聖詩 250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大網： 

1. 藉先賢之信得著鼓舞  

2. 注目主耶穌衝破灰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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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晉輝弟兄 麥穎珊姊妹

暫　停 暫　停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呂潔玲姊妹利珍寶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雷偉勝執事陳貽添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姚添壽牧師 陳志輝先生

朱美儀姑娘

林　瑧

劉翠琴姊妹

-　-

-　-

周　悠姊妹 林美荃姊妹

暫　停 暫　停

徐俊榮執事 簡雪萍姊妹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三主日 (紫)(3月7日) 聖餐預苦期第二主日 (紫)(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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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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或

登入 https://forms.gle/y1TB36ovBXCrLFUo6 填寫「網上崇拜出

席記錄」，以便協助教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感謝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義務牧顧長姚添壽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彼得後書 1-3 章、約翰壹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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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堂詩班招募弟兄姊妹參與詩班司琴事奉，可與盧影媚姊妹、

傳道人陳志輝先生聯絡及查詢詳情。(建議須考獲鋼琴或風琴八

級以上) 

6)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7) 會友李巫慧芳姊妹安息禮訂於 3 月 3 日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

館明愛堂舉行，3 月 4 日於和合石舉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

人。 

https://forms.gle/y1TB36ovBXCrLFUo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