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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別讓他人操控你的情緒 

 情緒是人的本能反應，是對事物的生理、心理調適。當氣溫升高，你的皮膚就會把熾熱

感覺傳到大腦，大腦的一部份立刻發出命令調節體溫，皮膚開始流汗降溫，這部份不需要經

過我們考量，因為在一些危急關頭，例如有強烈的光線照射過來，你的眼睛不會等待你的考

量，立刻閉起來保護視力，立刻的反應可以救我們一命，然後思考系統開始工作，分析傳來

的信息，根據過往的經驗、知識和個人價值觀，還有可動用的資源來決定回應行動：天氣炎

熱、大汗淋漓、渾身不自在，減少穿衣大概可以降溫，不過在這場合有礙觀瞻，最好是大開

空調，只是為了個人需要有點浪費，折衷方法就是電風扇、一杯冰水、忍耐一點吧—最後的

行動不同的人基於不同的價值觀，就有不同的回應。 

 我們的情緒往往比處理炎熱感覺複雜得多。在你工作的地方，總有一些濫竽充數的人，

只在「扮工」卻沒有為團隊貢獻什麼，不過上司卻不一定明察秋毫，有時候錯把功勞歸在那

混水摸魚的同事身上，你的身體立刻表示抗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面紅耳熱起來、聲音

也提高了八度，然後大腦開始思考，得出的結論就是不公平，那麼可以怎麼回應？你知道團

結就是力量，於是找其他同事吐苦水，目的是引起「共鳴」，叫他們都一同感到不公平，這樣

就可聯手排斥那個坐享其成的同事，另一方面集合力量找上司澄清事件，這樣辦公室爭功戰

事就展開了，因為那位領功的同事也有情緒，他也會思考如何回應你的攻擊，而且這可能是

一場比十字軍東征更悠長的戰爭，結果傷亡慘重，而且很大機會兩敗俱傷，因為這並不是處

理情緒的好方法。 

 今天通訊科技發達，個人情緒表達方便得多，而且可以無遠弗屆，藉著互聯網上的社交

媒體，我們甚至可以向許多陌生人表達個人感受，不少人目的也是為了集合力量，於是就會

用上各種手段來攏絡人心，有誇大、掩飾、煽情、動不動就搬出大事大非，甚至是造謠發放

假消息等，最終是要叫接觸媒體的人也有同樣感受，效果如何就在乎我們的情緒有沒有被發

放者操控了。我們不一定有發放信息者相同經歷—就算同一處境也會有背景、角度相異之處，

更不要說在人格、修養、價值觀上的差異，所以就算身同感受也不一定要與發放信息者的情

緒一模一樣，否則我們的情緒就被操控了，本來講道理的你，變成與信息發放者一樣情緒化、

蠻不講理，本來溫柔祥和的你，變得滿口粗言穢語，甚至暴力起來，本來冷靜的你，變得憤

慨激昂，總言之再不是你本來的面目。 

 情緒本身已不容易應付，被操控的情緒就更難回復過來，因為那再不是你個人的情

緒，而是集體的感受，如何可平息這麼多人又懷著各種期望的情緒？其中一個情緒不被

操控的方法就是減少接觸社交媒體，多接觸「實體」群組—例如我們的團契，是最好的

彼此支持、代禱地方，沒有人要說服你要有相同的情緒，只有在主裡彼此相愛。 

麥志成牧師  



 

 

   

 

 

二零二一年七月四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榮耀能力皆屬主神 (國度期 38 頁) 眾坐 

榮耀能力皆屬主神，祢愛廣博：長闊高深！三一配受尊崇， 

配得稱揚，世世無窮。 

3. 宣召：詩篇 123 篇 1-3 節上 (舊約 897 頁) 眾立 

  1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舉目。 

  2 看哪，僕人的眼睛怎樣仰望主人的手， 

  婢女的眼睛怎樣仰望女主人的手， 

  我們的眼睛也照樣仰望耶和華－我們的神， 

  直到他憐憫我們。 

眾：3 耶和華啊，求你憐憫我們，憐憫我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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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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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祈禱 眾立 

6. 歌頌：偉大工匠 (生命聖詩 112 首) 眾坐 

1 偉大工匠，萬族之表，那加利利人子，幼年慧眼，洞悉一切， 
 參透永恆萬事。童年言行，彰顯信德，一生至終不變， 
 “豈不知我一生工作，以父的事為念？” 
2 拿撒勒城偉大木匠，締造屬天生命，雕琢生靈合乎聖旨， 
 主是完美典型。築我高臺，攀及基督，放眼迦南樂境。 
 有祢胸懷以父為念，主工至尊至聖。  (間奏) 
3 聖工異象已經顯示，崗位上主派定，按照工作賞賜力量， 
 求主旨意顯明；賜我良心，勇敢，美善，使我心志真誠， 
 此生最高喜樂榮耀，為主工作不停。 

7.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西結書 2 章 1-5 節 (舊約 1238 頁) 

1 他對我說：「人子啊，你站起來，我要和你說話。」 
2 他對我說話的時候，靈進入我裏面，使我站起來， 
 我就聽見他對我說話。 
3 他對我說：「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我的國家， 
 以色列人那裏去，他們是悖逆我的。 
 他們和他們的祖先違背我，直到今日。 
4 這些人厚著臉皮，心裏剛硬。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你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 
5 他們是悖逆之家，他們或聽，或不聽， 
 必知道在他們中間有了先知。 

 

哥林多後書 12 章 2-10 節 (新約 281 頁) 

2 我認識一個在基督裏的人， 

 他在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 

 或在身內，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3 我認識的這樣的一個人—或在身內，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4 他被提到樂園裏，聽見隱祕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 

5 為這人，我要誇口； 

 但是為我自己，除了我的軟弱以外，我並不誇口。 

 



 

 

   

 

6 就是我願意誇口也不算狂，因為我會說實話；只是我絕口不談，
恐怕有人把我看得太高了，過於他在我身上所看見所聽見的； 

7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太高深，就過於高抬自己，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就是撒但的差役來折磨我，免得我
過於高抬自己。 

8 為了這事，我曾三次求主使這根刺離開我。 

9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歡誇耀自己的軟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10 為基督的緣故，我以軟弱、凌辱、艱難、迫害、 

 困苦為可喜樂的事；因為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8. 詩班獻詩：歌聲遍全地 (聖樂合唱曲選) 眾坐 

哈利路亞。歡欣歌唱。讚美主。讚美上主。 
歌聲遍全地，歌聲遍全地，同唱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歡欣歌唱，讚美上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9. 奉獻：奉獻所有 (生命聖詩 461 首) 眾坐 

10.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8 章 1-14 節 (新約 122 頁) 眾坐 

1 耶穌對門徒講了一個比喻，為了要他們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2 他說： 

 「某城有一個官，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人。 

3 那城裏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裏，說： 

 『我有一個冤家，求你給我伸冤。』 

4 他很久不受理，後來心裏說： 

 『我雖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人， 

5 只因這寡婦煩擾我，我就給她伸冤吧， 

 免得她常來糾纏我。』」 

6 主說： 

 「你們聽這不義的官所說的話。 

7 神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豈會延遲不給他們伸冤嗎？ 

8 我告訴你們，他很快就要給他們伸冤。然而，人子來的時候， 

 能在世上找到這樣的信德嗎？」 

9 耶穌向那些自以為義而藐視別人的人講了這比喻： 

10 「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 



 

 

   

 

11 法利賽人獨自站著，自言自語地禱告說： 

 『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 

 也不像這個稅吏。 

12 我每週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獻上十分之一。』 

13 那稅吏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 

 『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14 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 

 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為高。」 

11. 信息：禱告代表我的心 眾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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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聖餐：In the Cross of Christ I Glory 眾坐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耶穌在榮耀中再來 (生命聖詩 149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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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主席: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林恩庭姊妹 陳朝發弟兄 林恩庭姊妹 呂浩然弟兄 陳　諾弟兄 賴文湘姊妹 陳　諾弟兄 徐俊榮執事

司琴: 周　悠姊妹 鄺淑芬姊妹 周　悠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周寶頤姊妹 陳惠霞姊妹 黃香娣姊妹 黃菁菁姊妹

司事: 顧建德弟兄 黃慧儀姊妹 麥寶儀姊妹 李思敏姊妹 廖文華弟兄 呂玉潔姊妹 羅志威弟兄 盧麗銀姊妹

當值: 張錦雲姊妹 麥淑容姊妹 馬君思姊妹 招楚筠姊妹 馬君蕙姊妹 曾偉珩弟兄 方艾洲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張淑敏姊妹 周鈺貽姊妹 許偉賢弟兄 楊芷瑩姊妹 陳志立弟兄 李芷珊姊妹 陳國榮弟兄 陳曉晴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呂君達執事 黃佩貞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二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劉樂琳姊妹 劉樂琳姊妹

讀經: 梁穎心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鄔瑜正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司事: 陳頌妍小朋友 高正之小朋友 陳頌諾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朱美儀姑娘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李燕怡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李燕怡姊妹

和平: 周敏儀姊妹 鄧美葆姊妹 周敏儀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葉翠妍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綠）(7月11日) 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綠）(7月4日)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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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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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讀經計劃第一期研讀的書卷《啓示錄》會於 7 月 6 日(三)

完結。第二期會於 7 月 7 日(三)開始，研讀的書卷是《出埃及

記》。盼望大家在上帝的語語中看見盼望，得到力量，並透過

實踐信仰，成為世界的光。 

4) 本堂基督少年軍 200 分隊現正招募 8 至 11 歳兒童參與初級組

活動，由 7 月 10 日起逢星期六下午 2 時至 4 時半進行，活動

包括體能訓練、創意 DIY、戶外參觀等，讓兒童體驗愉快的團

體生活。詳情請向雷偉勝執事或陳志輝牧師查詢。 

5) 區聯會於本年 4 月向各堂會提出「堂會架構重組」建議，鼓勵

堂會進行公司化來解決現有架構帶來的風險，尤其擁有物業的

堂會。此建議對堂會影響深遠，所以執事會已成立小組作研究

及推動建議。小組成員包括會計師和律師，如果會眾擁有公司

秘書資歷，及有意成為組員，請聯絡堂主任或其他同工。區聯

會建議的原因及撮要已張貼在圖書閣對出的報告板上，日後亦

會繼續發放有關進度及資訊，務求使到大家充分理解有關建議

的內容及其影響。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