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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學習道別的人生 

 

今年的重陽節，是在風雨之後，有陽光陪我們記念一些亦遠亦近的親人。道別了，

但仍在心裏。四道人生（道謝、道愛、道歉、道別），是一門需要我們用心去學的功

課。既然是人生功課，就不一定要等到人生結尾才學習去做，趕得及嗎？死亡，對

很多人來說是忌諱，對你呢？其實我們的人生總會有機會與死亡多次交手，不但是

自己或身邊的人患重病、離世，也可以是你心愛的寵物，你悉心栽種的植物。有時

還會是其他人的生死故事。每一次，都是上帝讓我們反思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整理

自己人生的課堂。 

 

一個日本節目訪問了一位女子。她冷凍了離世母親煮的最後一道料理(燒肉) 5 年，

為甚麼呢？她想保留媽媽的味道，想留住的是一種回憶，一份的親情。節目找來廚

師為她還原這料理。當她和她爸爸吃這口肉的時候，眼淚都流出來了。我想肉的味

道或多或少已變了，但重要嗎？這味道，把媽媽和他們之間的情都召喚回來，緊緊

連繫著他們的心。其實這份情一直在他們心中從未消失，只是傷口仍痛，思念仍在，

只好黙黙地封存起來。解凍的不只是肉，而是埋藏 5 年的親情。 

 

吃完那碟燒肉，她說：「無論明天發生甚麼，我又能繼續努力。」面對親人離世，Move 

on 的意思不是忘記過去的一切，而是接受逝者的愛以另一種方式支持著我們向前，

為我們打氣。放下的是過往相處的方式，不是要把記憶中的人趕走。這份料理沒有

了，他們捨得嗎？或許這次一起品嘗這份情，那些記掛的眼淚温柔地把媽媽由他們

的傷口，漸漸放進心裏一個珍貴而温暖的地方。 

 

「生有時，死有時」，不是叫我們感慨，增加我們的無力感。反而讓我們更用心計劃

自己的人生，明白人生珍貴但有限。雖然我們不能完全掌握生命，但上帝給我們仍

預留一些空間，讓我們好好珍惜所有，好好去活，修補過錯，減少遺憾。那我們就

無謂虛耗在無價值的事物當中，纏磨的怨恨，過多的物質，過度的慾望和操控，一

切與人事物過了界的關係，都在蠶食我們的生命。「有時」就是幫助我們操練不過界

的人生，學習活得剛剛好。 

 

喪禮就如人生的畢業禮，First Class Honours 就不再以 GPA 去定，那用甚麼呢？就是

按上帝交給我們在人生不同階段的角色，用心揣摩、演繹。待在世的人生旅程結束，

就回到天父為我們預備的家，休息享福。你想帶又能夠帶進天家的是甚麼呢？ 
 

江慕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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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七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90 篇 1-2、12 節 (舊約 854 頁) 眾立 

1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2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 

 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 

12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 

3. 讚美：聖靈作工 (普天頌讚 310 首) 眾立 

1 真神聖靈永居高處─聖潔國度光明境， 

 不斷俯視黑暗世代，洞察人心多幽蔭， 

 受差提升卑微、軟弱，選召子民享尊位； 

 永活聖靈賞賜生命，當被高舉永讚美。 

2 真神聖靈永生權能，充滿教會生命泉， 

 激勵、感化心懷意念，助人奮戰誨不倦， 

 作工塑造上主教會，常以基督心為心； 

 稱頌聖靈不住寵愛，恩賜傾下果豐盈。   (間奏) 

3 真神聖靈時刻運行，教會事奉必興旺；  

 甦醒心靈，加添力量，罪囚奴僕得釋放； 

 連結心靈─古、今信徒─合一相交作肢體，  

 享受永遠聖潔團契：聖靈，我們讚美祢。阿們。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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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聖靈居心內 (普天頌讚 314 首) 眾坐 

1 上主聖靈居心內，求管我身軀幹， 

 搧起心底沉重灰燼，生命之火挑旺： 

 再現亞當失落形象，恢復藍圖，重申： 

 榮威尊貴、光華壯麗，形肖我主真神。 

2 真理聖靈居心內，求管意念思想； 

 撒但弄瞎、蒙蔽心眼，求主開啟、點亮： 

 祢道發出智慧言語，加添能力洞悉： 

  致使信徒識辨真理，自由釋放可期。 

3 仁愛聖靈居心內，求管我手、我心， 

 助我突圍脫離自我：袖手旁觀通病。 

 頒賜恆久忍耐的愛：包容、相信、盼望。 

  效主完全犧牲的愛、憐憫關切心腸。 

4 生命聖靈居心內，求管所獻生命； 

 聖靈如風自天吹拂，神聖火燄降臨！ 

 基督之靈，永活之主，居此瓦器為君， 

 直等土中與主興起，共享樂園永存。阿們。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19 篇 9-16 節 (舊約 886 頁) 

9 青年要如何保持純潔呢？是要遵行你的話！ 

10 我曾一心尋求你，求你不要使我偏離你的命令。 

11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免得我得罪你。 

12 耶和華啊，你是應當稱頌的！求你將你的律例教導我！ 

13 我用嘴唇傳揚你口中一切的典章。 

14 我喜愛你的法度，如同喜愛一切的財物。 

15 我要默想你的訓詞，看重你的道路。 

16 我要以你的律例為樂，我不忘記你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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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4 章 1-11 節 (新約 348 頁) 

1 所以，既然進入他安息的應許依舊存在， 

 我們就該存畏懼的心，免得我們 中間有人似乎沒有得到安息。 

2 因為的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 

 只是所聽見的道對他們無益， 

 因為他們沒有以信心與所聽見的道配合。 

3 但我們已經信的人進入安息，正如神所說： 

 「我在怒中起誓：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其實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完成了。 

4 論到第七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工作。」
5 又有一處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6 既有這安息保留著讓一些人進入，那些先前聽見福音的人， 

 因不信從而不得進去， 

7 所以神多年後藉著大衛的書，又定了一天—「今日」， 

 如以上所引的說：「今日，你們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 

8 若是約書亞已使他們享了安息， 

 後來神就不會再提別的日子了。 

9 這樣看來，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保留著。 

10 因為那些進入安息的，也是歇了自己的工作， 

 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作一樣。 

11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學了不順從而跌倒了。 

7. 詩班獻詩：稱謝復活主 (恩頌聖歌 198 首) 眾坐 

**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向復活主稱謝！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頌讚歸主名！ 
 
1 耶穌是天地創造主，基督是全地的君王。   ** 
2 向萬人宣揚大喜訊，基督受死，復活得勝！  ** 
3 我們和祂一同釘死，今已復活，永得生命。  ** 
4 讓我們歌頌生命主，一同來向耶穌歡唱。   ** 

8. 奉獻：Little Fugue in A minor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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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經文：以斯帖記 10 章 (舊約 693 頁) 眾坐 

1 亞哈隨魯王向國中和海島的人徵稅。 

2 他以權柄能力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使末底改尊大、提升他的事， 

 豈不都寫在瑪代和波斯王的史籍上嗎？ 

3 猶太人末底改作亞哈隨魯王的宰相，在猶太人中為大， 

 得許多弟兄的喜悅，為本族的人爭取福利， 

 為他所有的後代謀求幸福。 

10. 信息：絶處逢生 眾坐 

11. 回應：我們有一故事傳給萬邦 (青年新歌 60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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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讚美與榮耀 (普天頌讚 900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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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證主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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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席: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讀經: 連思樺姊妹 賴文湘姊妹 連思樺姊妹 朱麗麗姊妹 周鈺貽姊妹 連卓鴻弟兄 周鈺貽姊妹 呂浩然弟兄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朱天諾姊妹 林美荃姊妹 朱天諾姊妹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招待: 鄭倩雲姊妹 林文蓮姊妹 李淑蓮姊妹 黃盛霞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李敏池弟兄 文玉玲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呂玉潔姊妹 何美蘭姊妹 陳翠珍姊妹 鄧愛賢姊妹 何少鳯姊妹 譚建偉弟兄 盧惠旋姊妹

當值: 鍾志堯弟兄 麥永佳姊妹 馬君思姊妹 招楚筠姊妹 張錦雲姊妹 麥淑容姊妹 方艾洲弟兄 呂君達執事

影音: 黃永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陳志立弟兄 李芷珊姊妹 黃曉媚姊妹 陳其銘弟兄

執事: 蔡頴鈞執事 呂君達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林二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　- -　-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　- -　- 梁穎童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司事: -　- -　- 董明道 周栩辰小朋友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温柔: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廿二主日（綠）(10月24日) 聖靈降臨後第廿一主日（綠）(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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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讀經計劃現讀《申命記》，邀請弟兄姊妹每天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一同閱讀和反思，並在生活中實踐。 

4) 執事會訂於 10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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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兒童部現為所有學生安排入學登記及收取全年習作費，每位
學生$120；另信實班兩期成長課學生本共$60，請各家長到圖
書閣向行政主任辦理登記及繳費手續。 

6) 會友大會暨 2022 及 23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4 日上午
10:35 舉行，因應疫情及須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是次會友
大會或未能容納所有會眾出席，因此，本堂已準備會友大會
委任代表的文書連同議程郵遞給持有投票權的會友，請按信
件指引以1或2方式回覆，截止日期為10月22日上午10:35。
當日成人、中學生主日學及兒童詩班暫停。 

7)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31/10、7/11、14/11、21/11、28/11、5/12、
12/12 進行，共七堂，上課時間為下午 1:15-2:00。凡有意於
今年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表，亦可登入以
下網址 https://bit.ly/2YiYLB1 或二維碼填寫表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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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