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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上主的恩手牽你手 

在九月初有機會帶領以斯帖團契電影週，看到一部電影「大手牽小手」後 

深深被電影中的一段母子關係所吸引，發人深省 !  

這部電影是敘述一位男主角生於馬來西亞，自小由母親獨力撫養長大，可是媽媽

在他孩童時因爛賭而欠下賭債，其後為了償還債務要往外地工作未能照顧年幼的

他，與及將他交給姨母照顧，從此過著寄人籬下及母子分離的生活。這位可憐的

小男孩在姨母的愛護下漸漸長大成人，還考獲香港一所大學攻讀心理學及畢業後

考取教師執業資格和在港結婚生女，從此跟自己的母親分隔兩地生活。 

好景不常，過著幸福家庭生活的他卻收到從馬來西亞傳來姨母病逝的消息，於是

他便立即往馬來西亞奔喪，在喪禮上竟考遇年老的母親，隨後母親也確診癌症時

日無多，在照顧母親之際卻在舊屋找到自己在小時寫給媽媽的一封願望欠單，內

裡承諾媽媽大個子當教師、讓媽媽可飲到新袍茶和帶媽媽去萬里長城，可是他自

大學離開媽媽在港生活後並沒有一一向媽媽兌現 ; 不過他記起在夢境見到姨母

給他的叮囑說 : 「為甚麼有機會把握的時候要將它變成思念?」於是喚醒了他要

趁著媽媽仍然健在一息尚存之際，把握機會給媽媽一一兌現兒時的承諾，好讓年

老的母親在離開世界時沒有遺憾 !  

這部電影信息在帶給人世間淡薄的感情關係留下許多值得反思的空間 ; 不論是

友情、夫妻情、母子情、子女情等種種關係，均需要建基於一份愛的承諾、珍惜

當下愛的相聚和把握愛的復和，以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才能愛到底。雖然世人的

愛本來是相當有限; 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可是愛我們的上主卻為我們示範了一

份愛的承諾; 就在約 13:1 「耶穌基督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一向愛世

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因此主耶穌基督就默默地為祂所愛的門徒一一

洗腳後，就為世人行上被釘十字架犧牲的路，以致我們得著十字架救恩---這份上

主恩手牽你手愛到底的禮物。未知有否在感動著你向身邊所愛的人一一兌現愛的

承諾呢 ?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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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二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91 篇 14-16 節 (舊約 856 頁) 眾立 

14 「因為他專心愛我，我要搭救他； 
  因為他認識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15  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與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 
16  我要使他享足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3. 讚美：我真歡樂 (生命聖詩 518 首) 眾立 

1 我真歡樂，因為天上父神在聖經中說明祂愛世人； 
 聖經中所載奇妙事甚多，最寶貴的就是耶穌愛我。   ** 
2 我雖遠行流蕩把主遺忘，主仍看顧不論我在何方； 
 回到主慈愛懷中最穩妥，因我想起耶穌實在愛我。   ** 
 (間奏) 
3 當我將來朝見榮耀君王，那時我必選這詩歌高唱； 
 這是我永遠要唱的詩歌：「何等奇妙，主耶穌竟愛我。」 ** 
 
** 我真歡樂，因耶穌愛我，耶穌愛我，耶穌愛我， 
 我真歡樂，因耶穌愛我，耶穌竟然愛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這是天父世界 (生命聖詩 512 首) 眾坐 

1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側耳靜聽， 
 宇宙唱歌，四圍響應，星辰作樂同聲。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 
 花草樹木，穹蒼碧海，述說天父奇能！ 
2 這是天父世界，群鳥歡唱齊嗚， 
 清晨明亮，百花美麗，證明創造精深。 
 這是天父世界，祂愛普及萬千， 
 風吹草聲，知祂經過，隨處能聽祂言。  (間奏) 
3 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遺忘， 
 黑暗勢力雖然猖狂，天父卻仍作王。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 
 天父是王，宇宙同唱，祂治萬國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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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26 篇 1-6 節 (舊約 898 頁) 

1 當耶和華使錫安被擄的人歸回的時候， 

 我們好像做夢的人。 

2 那時，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 

 那時，列國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3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 

4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這些被擄的人歸回， 

 好像尼革夫的河水復流。 

5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6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歡呼地帶禾捆回來！ 

 

希伯來書 7 章 23-28 節 (新約 351 頁) 

23 一方面，那些成為祭司的數目本來多， 

 是因為受死亡限制不能長久留住。 

24 另一方面，這位既是永遠留住的，他具有不可更換的祭司職任。
25 所以，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為他長遠活著為他們祈求。 

26 這樣一位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 

 高過諸天的大祭司，對我們是最合適的； 

27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 

 後為百姓的罪獻祭， 

 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 

28 律法所立的大祭司本是有弱點的人，但在律法以後， 

 神以起誓的話立了兒子為大祭司，成為完全，直到永遠。 

7. 詩班獻詩：若非為愛 (恩頌聖歌 107 首) 眾坐 

1 若非為愛，祂必不用降世；但祂是愛，始終以愛行事： 
 藉童女胎之奧祕到人間─上主降尊，生於當年聖誕。 
2 若非為愛，祂必不用降世；若不降世，亦不需要受死： 
 無以贏得空墓，破死權威─受苦被釘，得可畏大勝利。 
3 若非為愛，祂必不用降世；我仍迷失，煩憂、犯罪、羞恥， 
 遙望永生家門緊閉未開；如今敞開─基督因愛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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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奉獻：感謝神 (生命聖詩 446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申命記 34 章 1-12 節 (舊約 289 頁) 眾坐 

1 摩西從摩押平原登上尼波山， 

 到了耶利哥對面的毗斯迦山頂。 

 耶和華把全地指給他看：從基列到但， 

2 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蓮、瑪拿西的地， 

 猶大全地直到西邊的海， 

3 尼革夫，從棕樹城耶利哥的平原到瑣珥。 

4 耶和華對他說： 

 「這就是我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之地，說： 

 『我必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現在我使你親眼看見了， 

 你卻不得過到那裏去。」 

5 於是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在摩押地那裏， 

 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6 耶和華將他葬在摩押地，伯‧毗珥對面的谷中， 

 只是到今日，沒有人知道他的墳墓。 

7 摩西死的時候一百二十歲，眼目沒有昏花，力量沒有衰退。
8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為摩西哀哭了三十天， 

 為摩西哀哭居喪的日期才結束。 

9 嫩的兒子約書亞，因為摩西曾為他按手， 

 他就被智慧的靈充滿。以色列人聽從他， 

 照著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去做。 

10 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 

 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 

11 耶和華差派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僕， 

 以及他的全地，行了各樣神蹟奇事， 

12 又在以色列眾人眼前顯出大能的手， 

 行了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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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從有限人生眺望無限 眾坐 

11. 回應：一切不徒然 (青年聖歌 II 23 首) 眾坐 

當我見主耶穌，一切不徒然， 

當我見主基督，已勝試煉； 

一見主慈愛面，所有憂愁不見； 

故要勇敢奔跑，到見主面。   (間奏) 

 

當我見主耶穌，一切不徒然， 

當我見主基督，已勝試煉； 

一見主慈愛面，所有憂愁不見； 

故要勇敢奔跑，到見主面。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天父世界真美麗 (生命聖詩 514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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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主席: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讀經: 周鈺貽姊妹 連卓鴻弟兄 周鈺貽姊妹 呂浩然弟兄 方早晞姊妹 鄭穎儀姊妹 方早晞姊妹 梁麗珠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李敏池弟兄 文玉玲姊妹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周寶頤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鄧愛賢姊妹 何少鳯姊妹 譚建偉弟兄 盧惠旋姊妹 袁麗嬋姊妹 辛列卿姊妹 麥寶儀姊妹 莫雪貞執事

當值: 張錦雲姊妹 麥淑容姊妹 方艾洲弟兄 呂君達執事 王炳生弟兄 甄志賢弟兄 鄧民亮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陳志立弟兄 李芷珊姊妹 黃曉媚姊妹 陳其銘弟兄 葉德誠弟兄 陳卓恩姊妹 陳國榮弟兄 鍾穎嵐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黃佩貞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林二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冼文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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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梁穎童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高　越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司事: 董明道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蔡芷晴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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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三主日（綠）(10月31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二主日（綠）(10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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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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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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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大會暨 2022 及 23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今日上午 10:35 舉

行。成人、中學生主日學及兒童詩班暫停。 

5) 本堂參加了建道神學院 2021 年底將臨期運動【爾道將臨：

28 天靈修互建之旅】，若希望參與這運動提供的教材，請於

10 月 30 日前於網上登記個人資料 (運動詳程及登記網頁

https://bit.ly/3BilMFA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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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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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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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3BilMFA
https://bit.ly/2YiYL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