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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最近在書架「發現了」一本以動物為主角的繪本，應該是某年某月某日在旅途

上買回來的，「發現了」是因為早已遺忘了這本小書。 
 

繪本內有 100 個小故事，簡單的構圖、短短的對話、一個動作、一個表情，使

人不自覺地會心微笑，甚至捧腹大笑。至於角色，很多元化，有你想像到的，也有

意想不到的動物做主角。這本繪本有一個特色，就是在故事中出現的每一個角色，

無論是身軀龐大的大熊、鯨魚或細小的蜘蛛、魚仔，他們全是主角，最低限度我是

這樣認為的。因為它要説的是關於「朋友」的故事，沒有大道理，朋友也沒有大人

物小人物之分。在繪本世界裡，動物與動物之間理所當然地融洽，只是有時對話中

流露出一點幽黙，有時又會語帶雙關。舉個例，蜥蜴會張開頸上的鱗傘為兔子遮擋

陽光，好讓兔子在牠的鱗傘下進食雪糕；箭豬會請食蟻獸為牠按摩，後者的答案顯

而易見。 
 

下面是繪本裡部份的主角，你能説出牠們的名字嗎？ 

 

  
 

 
 

 
 

 

如果你最近感到有點疲累，無論原因是什麼，在炎夏盛暑，試試找一個舒適的地

方，捧一本繪本小書，笑一笑。如果能夠不顧儀態，開懷大笑一下，更好^ ^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劉麗梅姑娘 

註： 

繪本：lobs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a collection of comics about friendship by Liz Climo.  



 

 

   

 

  
二零二一年八月廿十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四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5 篇 1-2 節 (舊約 768 頁) 眾立 

1 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居住你的聖山？ 

2 就是行為正直、做事公義、心裏說實話的人。 

3. 讚美：獨一真神 (普天頌讚 23 首) 眾立 

1 智慧源，永長存，獨一的真神，不可見大光明， 

 人豈能靠近？自有神，亙古存，極榮耀尊貴， 

 祢凱旋，顯大能，聖名當敬畏。 

2 不休歇，不急忙，如光般悄靜，不缺乏，不浪費， 

 以威權執政；祢公義必矗立如高聳山巔， 

 天上雲—祢泉源傾福澤恩典。 

3 眾生靈皆蒙祢賜生機、榮形，讓主神居心中始得真生命； 

 人生好比花草，萎枯瞬息間，主大能不減退，至終不改變。 

 (間奏) 

4 天父榮光完全，明亮且璀璨，昔天使尊崇祢，齊掩目歌讚， 

 仰瞻華暉聖容，存敬畏心靈，今眾站寶座前讚美主聖名。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天下一家 (普天頌讚 498 首) 眾坐 

1 基督耶穌曾展示天下一家真意義：  
 捨己身成仁建立真團契。      **  
2 普天下萬國萬族，主裏合一共和睦；  
 祂為眾承擔一切恨與妒。      **  
3 四海內同心協力，在主裏和衷共濟，  
 抵擋那敗壞、分裂惡權勢。     **  
 
** 讚美主真神，應許信實，天下一家，主旨必成。 

6. 誦讀經文 眾坐 

申命記 4 章 1-2、6-9 節 (舊約 242 頁) 

1 「現在，以色列啊，聽我所教導你們的律例典章， 

 要遵行，好使你們存活， 

 得以進入耶和華－你們列祖之神所賜給你們的地，承受為業。 

2 我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 

 好叫你們遵守耶和華－你們神的命令，就是我所吩咐你們的。 

 

6 你們要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和聰明。 

 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必說： 

 『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 

7 哪一大國有神明與他們相近， 

 像耶和華－我們的神在我們求告他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 

8 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頒佈的這一切律法呢？ 

9 「但你要謹慎，殷勤保守你的心靈， 

 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的事， 

 又免得在你一生的年日這些事離開你的心， 

 總要把它們傳給你的子子孫孫。 

 

 

 

 

 

 



 

 

   

 

雅各書 1 章 17-27 節 (新約 363 頁) 

17 各樣美善的恩澤和各樣完美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 

 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 

 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18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生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成為初熟的果子。 

19 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要明白：你們每一個人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 

20 因為人的怒氣並不能實現神的義。 

21 所以，你們要除去一切的污穢和累積的惡毒， 

 要存溫柔的心領受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 

22 但是，你們要作行道的人，不要只作聽道的人，自己欺騙自己。
23 因為只聽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對著鏡子觀看自己本來的面目， 

24 注視後，就離開，立刻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 

25 惟有查看那完美、使人自由的律法， 

 並且時常遵守的，他不是聽了就忘， 

 而是切實行出來，這樣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 

26 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自己的舌頭， 

 反欺騙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是徒然的。 

27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 

 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7. 詩班獻詩：主賜真光 (普天頌讚 412 首) 眾坐 

1 神賜真光，明燈聖道永不減，世途幽暗，上主亮光照徹， 
 施恩憐憫，顯明此生祢意旨，領我步履安抵得贖之日。 
2 古今人類頑梗愚昧心武斷，反叛專橫，蒙主不捨覓還， 
 祢藉眾聖、使徙、智者興先知，啟迪、默示、譜寫所宣旨意。 
3 歷久常新，神聖主道仍說話：曉諭公義、宣主慈恩浩大； 
 困惑、罪疚心靈祈盼能復康，嘗主憐恤，仰瞻主面光芒。 
4 神已發聲，招呼天下皆聽命，號令全球，萬族萬方響應； 
 讚美同唱，子民高奏歌合一，頌揚慶祝主恩豐富賞賜。 

8. 奉獻：上主永恆恩惠 (普天頌讚 24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出埃及記 17 章 1-7 節 (舊約 100 頁) 眾坐 

1 以色列全會眾遵照耶和華的吩咐， 
 從汛的曠野一段一段地往前行。 
 他們在利非訂安營，但百姓沒有水喝。 
2 百姓就與摩西爭鬧，說：「給我們水喝吧！」摩西對他們說：
「你們為甚麼與我爭鬧呢？你們為甚麼試探耶和華呢？」 
3 百姓在那裏口渴要喝水，就向摩西發怨言，說： 
 「你為甚麼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 
  使我們和我們的兒女，以及牲畜都渴死呢？」 
4 摩西就呼求耶和華說： 
 「我要怎樣對待這百姓呢？ 
  他們差一點就要拿石頭打死我了。」 
5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帶著以色列的幾個長老，走在百姓前面， 
  手裏拿著你先前擊打尼羅河的杖，去吧！ 
6  看哪，我要在何烈的磐石那裏，站在你面前。 
  你要擊打磐石，水就會從磐石流出來，給百姓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這樣做了。 
7 他給那地方起名叫瑪撒，又叫米利巴， 
 因為以色列人在那裏爭鬧，並且試探耶和華，說： 
 「耶和華是否在我們中間呢？」 

10. 信息：神仍同在 眾坐 

11. 回應：深知祢信實 (青年新歌 21 首)  眾立 

1 恩主，我父神，祢永遠信實，祢施恩惠眷佑從未止息； 
 永不變遷，必不會轉動影兒，祢起初施眷愛，始終不變。  ** 
2 春耕秋收不息，雪季與仲夏，滿天星宿晝夜循環運轉； 
 同來和應，細述主信實廣闊，無限眷愛、仁慈，萬物頌揚。  ** 
3 祢赦勉我罪孽，賜我心安穩，祢親安慰、勉勵、同在、導引； 
 能力今天賜下，可盼望未來─承受天家恩福，眾聖共榮。  ** 
 
** 深知祢信實，寬廣越山嶺，每天新開始，祢施恩未停； 
 祢手必豐足供應我所需要，傳頌祢可信靠，我今願証。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Praise to the Lord, the Almighty, the King of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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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雷翊揚牧師 雷翊揚牧師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主席: 周家揚弟兄 周家揚弟兄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雷書昊弟兄 鄭穎儀姊妹 雷書昊弟兄 鄧民亮弟兄 柯綽瑤姊妹 李燕怡姊妹 柯綽瑤姊妹 蔡小鳳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陳曉晴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曉晴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李淑蓮姊妹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繆迺頌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陳景安弟兄 陳翠珍姊妹 呂進雄弟兄 黎鳳英姊妹 張滿嬌姊妹 温美娟姊妹 陳詩韻姊妹 吳友蓮姊妹

當值: 麥淑容姊妹 鍾志堯弟兄 張錦雲姊妹 馬君思姊妹 甄志賢弟兄 張錦雲姊妹 楊彼得弟兄 方艾洲弟兄

影音: 陳志立弟兄 陳卓欣姊妹 黃曉媚姊妹 陳其銘弟兄 葉德誠弟兄 周鈺貽姊妹 蔡加德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蔡頴鈞執事 陳永祐執事 陳貽添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楊婉芳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利珍寶姊妹 利珍寶姊妹

司琴: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梁穎童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梁穎心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司事: 韋樂恩小朋友 陳悅僖小朋友 蔡紫晴小朋友 徐善瀅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温柔: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姊妹 陳可媚姊妹

和平: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李敬因姊妹 譚慧冰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綠）(9月5日) 聖餐聖靈降臨後第十四主日（綠）(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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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匯基堂堂主任雷翊揚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傳道書》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載於

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在生活

中實踐。 

5) 環球聖經公會與本堂合辦聖經課程，弟兄姊妹如有興趣報讀，

當晚請預留時間參與。詳情如下： 

6)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將於 9 月 11 日（六）上午 10:00-

12:00 在本堂舉行免費大型講座，由呂偉欣博士、陳一華牧師

主講，題目：從「醫」看「生」─癌症關懷新常態，歡迎弟兄

姊妹帶同親友參加，當日福蔭團契改為此時段。可登入
https://www.facebook.com/1906702142925906/posts/289729614719982

9/?d=n 查閱，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r9KH8X9TrhPbhdUz6  

7) 宣道會油麗堂與本堂合辦講座，將於 9 月 19 日(主日)下午

2:30-5:30 在本會禮堂舉行，題目：如何向親人傳福音？ (父

母篇)，日期：，講員：方淑芬姊妹，歡迎弟兄姊妹登入以下

連結報名參加：https://forms.gle/7naYnz8Xz9DaHXwX9  

 

 

課程題目 世界不像預期時的信心之旅──哈巴谷書解讀 

上課日期及時間 24/8，31/8，7/9（週二，3 堂），晚上 7:30-9:00 

課程導師 黎永明博士（環球聖經公會培訓總監、天道書樓副

總幹事；建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上課地點 本堂禮堂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www.facebook.com/1906702142925906/posts/2897296147199829/?d=n
https://www.facebook.com/1906702142925906/posts/2897296147199829/?d=n
https://forms.gle/r9KH8X9TrhPbhdUz6
https://forms.gle/7naYnz8Xz9DaHXwX9


 

 

   

 

8) 陳肇達母親（陳趙福衷姊妹）於 8 月 21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

定於 9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在香港浸信教會，香港半山

堅道 50 號舉行。 

9) 2021-2022 年第一季的青成聖經課程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參

加的弟兄姊妹請於 12/9(主日)或以前提交電子報名表。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報名連結 
初中主日
學【舊約
人物睇真
D】 

讓學員透過觀察
經文及發問，實
踐信仰。 

陳志輝牧師、 
黃敬熙先生、
陳樂獻先生 

9 月 19 日開課，逢
星期日早上 10：30
至 11:15  
註：實體形式上課 

https://forms.gle/Jnhp77EBeS9BDugY8 

高中主日
學 
【聖經中
擇善而行
的小人
物】 

聖經不只記載偉
大人物的事蹟，
上主亦會差遣小
人物讓信徒看見
祂的心意。本課
程透過研讀小人
物的故事學習以
敬畏上帝的心堅
持信仰、迎向未
來。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9 月 19 日開課，逢
星期日早上 10：30
至 11:15 
註：實體形式上課 

https://forms.gle/9QUKvGy9CNC3LeZz5  

成人主日
學-中級 
【我們與
(不)信的距
離】 

「真金不怕洪爐
火」。在非常時
候，我們也許多
了機會去檢視自
己的信仰情況。
本課程希望藉著
幾位聖經人物
（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以
掃、基甸、參
孫）的故事，去
閱讀他們的信心
之路，並讓我們
參照和檢視自己
的信仰歷程。 

周家邦先生 9 月 19 日開課，逢
星期日早上 10：30 
至 11:15 
(共 8 堂 ) 
註：實體形式上課 

https://forms.gle/s2bs7eVnSxScQcut6 

成人主日
學-進階 
【情緒、
性格與個
人(靈命)成
長】 

個人成長並不一
定隨著我們年齡
增長，若缺少滋
養和操練，只會
繼續做個「長不
大的小孩」。本
課程除了剖析個
人情緒、性格取
向外，還提供成
長的途徑，適合
仍在生命路上徘
徊的人。 

麥志成牧師 9 月 19 日開課，逢
星期日早上 10：30 
至 11:15(共 10
堂 ) 
註：實體形式上課 

https://forms.gle/2NTofibkATh5PJTMA 

週二晚間
網上課程-
初級 
【詩篇人
生】 

藉黙想一些詩
篇，與詩人的心
境對話，並尋見
上主，讓心靈的
波浪有喘息和滋
潤的空間，穩渡
人生的波濤暗
湧。 

江慕慈姑娘 10 月 5 日(二)開
課，逢星期二晚上
8：00 至 9:00 
(共 6 堂) 
註：以 zoom 形式
上課 

https://forms.gle/BEvYfcJgdKudfkBB6  

https://forms.gle/Jnhp77EBeS9BDugY8
https://forms.gle/9QUKvGy9CNC3LeZz5
https://forms.gle/s2bs7eVnSxScQcut6
https://forms.gle/2NTofibkATh5PJTMA
https://forms.gle/BEvYfcJgdKudfkBB6


 

 

   

 

10) 幹事何淑華姊妹將於 9 月 1 日正式離任，感謝何姊妹一直以 

 來的事奉。 

11)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負責辧公室行政及會計工作，處理

收支賬目，一般文書工作及辦公室行政事務，簡報製作及支

援堂會日常運作，須週六、日工作及有需要時於晚上上班。

應徵者須具備 LCCI 中級或以上的會計資歷及一般文書工作

經驗；熟悉電腦中文輸入法；主動盡責，善於溝通，重團隊

精神。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可向行政主任楊婉芳

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