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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克服憂慮的秘訣》 
 

      近日有機會留意及閱讀網上各大傳媒新聞報導時，發現各個新聞報導資料均
有提及被受疫情籠罩下的香港民生狀況，卻是不謀而合地反映港人心境承受著低迷
社會氣氛、面對未來的憂慮及活在疫情仍未消退下的焦慮情緒當中。而香港 01 新聞
網報導港人在疫情和經濟不景下的精神狀態研究發現 ; 港人因政治及疫情影響下在
過去兩年間增三成人患抑鬱症。也有受訪者表示在疫情下平均體重增 3.6 公斤及六成
人變肥胖。此外，有八成受訪者在疫情下收入減少。還有學童因長期沒有校園及社交
生活而感到不開心。與及部分普羅市民在疫情下面對失業及就業不足處境，有六成人
在心理上每日處於焦慮狀態。可見港人因著外界因素而影響了內在心理長期處於憂
慮和焦慮不安之中，揮之不去! 

那麼我們作為信仰群體在面對低迷社會氣氛之下，可靠著甚麼去克服那些憂
慮和焦慮不安的心境呢? 我們在主裡生活的基督徒可有甚麼秘訣去克服擺在我們面
前揮之不去的憂慮和不安的處境呢? 當人面對不盡人意的逆境時第一個反應是理性
的規避，內心十分渴望所有艱難消失或祈求立即逃離艱難處境，這是人之常情的想法
及可以理解。不過，當我們面對著一種無可逃避的憂慮和焦慮時，我們可有甚麼正面
態度去克服呢? 有心理學家指出，當人內心出現憂慮情緒是源自於對過往經歷及會容
易把一些假想的情況當以為真，便會構成對將來事件的情緒問題。而且人內心所憂慮
的情緒有 90%在未來生活中未必會如所想發生。因此我們面對憂慮和焦慮心境時可
學習為那些負面想法找證據，若然那些負面想法並不是在現實生活中出現的話，我們
的眼目就不用注視它，並將眼光轉向一些自己能做到的小事上。 

其次，當我們內心出現憂慮和焦慮情緒時，我們在思想上學習將大事化小的操
練，有時人往往將憂慮看得過大時，就會減低了克服困難的智慧和信心，反之我們學
習將眼目轉向牧養我們的主，並將我們內心所擔憂的事交托給神，就正如彼得前書五
章七節「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或許我們會得著從神而來
的智慧及力量去面對所憂慮的事情。好像最近看到一則新聞訪問了一位失業飛機師，
因為疫情影響下被逼在服務十多年的航空公司辭退了職位，但他並沒有因此氣餒在
家中被經濟生活憂慮所困，而是他選擇轉行兼職做巴士車長繼續靠努力賺取生活，並
給予自己的子女親身示範靈活變通面對逆境求生智慧。 

再者，作為主內一家的信徒，當我們面對逆境帶來憂慮或不安時，我們可從自
身或外在環境尋找互相支持的系統 ; 在信任的弟兄姊妹之間建立彼此聆聽或禱告網
絡，分享和分擔自身所面對的憂慮和焦慮的想法，或許在傾訴過程當中發現主在不同
事件中的臨在同行、鼓勵、醫治和保護，甚至主透過你身邊的弟兄姊妹資源來協助引
領你過度難關，正如曾聽過一首英文詩歌 :《God will make a way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He 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He will make a way for me.》神向人所彰顯的
恩典和大能確實成為我們面對憂慮或逆境時的重要信念 ; 就如聖經箴言十章廿二節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願彼此互勉之!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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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四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07 篇 8-9 節 (舊約 874 頁) 眾立 

8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稱謝他； 

9 因他使心裏渴慕的人得以滿足，使飢餓的人得飽美食。 

3. 讚美：主至尊至榮 (生命聖詩 74 首) 眾立 

1 縱然匯合一切尊貴佳美名號，是人類所熟知， 

或天使曾宣告，不足表示我主尊貴，不足彰顯救主榮威。 

2 主，偉大的先知，祢名我要稱揚，快樂救恩佳音， 

祢已帶來世上，罪得赦免，地獄攻破，我們得贖與神相和。 

3 耶穌我大祭司，為我流血受苦，我罪咎的良心， 

無別祭物可贖，一次流血赦我罪尤，在神右邊為我代求。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主愛深長 (生命聖詩 73 首) 眾坐 

1 耶穌慈愛，大哉，深哉！廣不可量，永無休， 

浩浩蕩蕩，有如汪洋，主慈愛向我傾流。 

扶持蔭庇，四面環繞，都是救主大慈愛， 

導我前行，領我歸家，安息天上到萬代。 

2 耶穌慈愛，大哉，深哉！應當讚美廣傳開， 

主愛真摰，主愛深長，永不動搖永不改， 

主眼看顧屬祂兒女，十字架上甘捨身， 

祂為我們父前代求，在寶座上施鴻恩。   (間奏) 

3 耶穌慈愛，大哉，深哉！一切愛中至上愛， 

有如優美寧靜海港，滿有恩福大洋海。 

大哉，深哉，耶穌慈愛，遠遠高過天上天， 

主愛領我進入榮耀，領我朝見主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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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弗所書 2 章 1-10 節 (新約 294 頁) 

1 從前，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罪惡而死了。 

2 那時，你們在過犯罪惡中生活，隨從今世的風俗， 

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領袖， 

就是現今在悖逆的人心中運行的邪靈。 

3 我們從前也都生活在他們當中，放縱肉體的私慾， 

隨著肉體和心中的意念去做，和別人一樣， 

生來就是該受懲罰的人。 

4 然而，神有豐富的憐憫，因著他愛我們的大愛， 

5 竟在我們因過犯而死了的時候， 

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可見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6 他又使我們在基督耶穌裏與他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7 為要把他極豐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 

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而是神所賜的； 

9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10 我們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穌裏創造的，為要使我們行善，
就是神早已預備好要我們做的。 

 
約翰福音 3 章 14-21 節 (新約 143 頁) 

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須照樣被舉起來， 

15 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17 因為神差他的兒子到世上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 

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經被定罪了， 

 因為他不信神獨一兒子的名。 

19 光來到世上，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 

 不愛光，倒愛黑暗，這就定了他們的罪。 

20 凡作惡的人都恨惡光，不來接近光，恐怕他的行為被暴露。 

21 但實行真理的人就來接近光， 

 為要顯明他的行為是靠神而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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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應 (奉獻)：聽主微聲 (生命聖詩 436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約翰壹書 3 章 11-12、 眾坐 

14-19、23-24 節 (新約 385 頁) 

11 我們要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到的信息。 

12 不要像該隱；他是屬那邪惡者，殺了自己的弟弟。 

為甚麼殺了他呢？因為自己的行為是邪惡的， 

而弟弟的行為是正直的。 
 

14 我們知道，我們已經出死入生了，因為我們愛弟兄。 

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 

15 凡恨自己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你們知道，凡殺人的， 

沒有永生住在他裏面。 

16 基督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17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缺乏，卻關閉了惻隱的心， 

神的愛怎能住在他裏面呢？ 

18 孩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或舌頭上， 

總要以行為和真誠表現出來。 

19 從這一點，我們會知道，我們是出於真理的， 

並且我們在神面前可以安心， 
 

23 神的命令就是：我們要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 

並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 

24 遵守神命令的，住在神裏面，而神也住在他裏面。 

從這一點，我們知道神住在我們裏面， 

這是由於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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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積極實踐愛的羣體 眾坐 

10. 回應：求主寬恕 (青年新歌 26 首) 眾立 

1 如果令身邊人受傷剌痛， 

倘若把人絆倒不依主道， 

如果我執意偏差路俓， 

懇切求主寬恕！ 

2 如果話中虛浮難見造就， 

倘若不憐憫，不關心慰問， 

如此叫他人受損傷，愁困， 

懇切求主寬恕！ 

3 如果內心冷漠、固執、無情， 

倘若單顧每天舒適過活， 

而不去踐行上帝所付託， 

懇切求主寬恕！        (間奏) 

4 誠心願主赦罪厚施深恩， 

赦佑隠而未顯心中惡念， 

求主顧惜、同行、每天導引。 

阿們！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散會聖歌 (生命聖詩 527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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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朱美儀姑娘

當值執事

-　-

暫　停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余文耀執事 徐俊榮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莫澤明牧師 麥志成牧師

鄧玉芬姊妹

-　-

劉翠琴姊妹 徐俊榮執事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暫　停 暫　停

雷偉勝執事 簡雪萍姊妹 葉德誠弟兄 簡雪萍姊妹

黃佩貞執事 呂君達執事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五主日 (紫)(3月21日) 預苦期第四主日 (紫)(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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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ehrygxRgyEhoB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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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若出現情緒波動、面臨抉擇及生活需要等問題，請與

本堂牧者聯絡，會盡力傾聽、舒解及代禱。 

4) 感謝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副總幹事莫澤明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5)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啓示錄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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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執事會訂於 3 月 18 日(四)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時

間，並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7) 4 月 2 日(五)晚上 7:30 受苦節崇拜，暫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

弟兄姊妹只要瀏覧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 

8) 本堂將於 4 月 24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由余德淳博

士主講，題目：「變幻中的平安」。若未能恢復實體聚會，將會

在藍田堂 Facebook 進行網上直播，不設陪談時段，佈道會後

請弟兄姊妹轉發網上回應表給福音對象，亦歡迎轉介教牧同

工認識或探訪對象。稍後若放寬宗教聚會，佈道會將同時以直

播及實體聚會進行。 

9) 2020-21 年度奉獻收據截數日期及時間定為 3 月 28 日中午

12:00，截數後所收的奉獻將撥入下一年度計算。奉獻收據將

以「短訊」通知會眾奉獻金額以作報稅之用，如會眾欲領取印

刷收據或電子收據，請通知幹事，截止日期：4 月 25 日下午

3 時正。 

 

 

https://forms.gle/DLehrygxRgyEhoB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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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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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輝傳道聯絡及查詢詳情。(建議須考獲鋼琴或風琴八級或

以上) 

11) 經執事會推薦及區聯會的通過，藍田堂將於 6 月 6 日(主日)下

午三時正舉行陳志輝傳道按牧典禮，請為當日能順利舉行代

禱。 

12) 王偉樂弟兄與朱杰琿姊妹於 3 月 12 日誕下女兒，母女平安，

感謝主！ 

13) 會友林少常弟兄於 3 月 12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