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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不要失望 

50 年代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做了一列串老鼠的實驗，要看困在水中的老鼠要多久才會遇

溺死亡，這個殘忍的實驗—既然大家都不喜歡老鼠，這樣做大概可以吧（實際上今天是不容許這樣

的實驗）是為了觀察「希望」在困境中的重要性。 

第一個實驗，十二隻從小就在實驗室飼養的老鼠，分別被放入半滿水的玻璃瓶中，第一隻先

掙扎往水面游，然後又鑽到水底看有沒有出路，約兩分鐘後遇溺死亡。接著的兩隻情況也差不多，

只是其餘的九隻雖然同樣往水面、水底尋找出路一會，不過卻繼續回到水面浮沉掙扎，竟然維持了

幾天才筋疲力盡遇溺死亡。 

第二個實驗，他們找來三十四隻野生的老鼠，野生老鼠都習慣在困難的環境生存，並且善於

游泳，牠們都是最近才捕獲的，實驗室的人自然認為野生老鼠應該最能頑強求生。最後這些老鼠逐

一放到玻璃瓶去，出乎意料之外牠們都在幾分鐘內遇溺死亡。最可能的解釋就是「希望」—實驗室

的老鼠向來有人照顧，所以在遇上困境時，認為最終都會得到協助脫險，於是就繼續掙扎求存下

去。而野生老鼠素來都是靠自己過活，當發覺沒有辦法脫險時，很快就放棄掙扎，因為再掙扎下去

也沒有用。 

第三個實驗，為了證實這論點，他們再找來幾隻可憐的野生老鼠，同樣放入水中，不過在牠

們快遇溺時，就把牠們從水中拿出來，待牠們稍得休息後，才放回水中，就這樣不斷重複，結果野

生老鼠也可以掙扎很久，可見老鼠因人類間中的給予生存希望，這就給牠們掙扎下去的力量，可見

「希望」在困境中有很重要的作用，沒有了「希望」我們很快就會放棄。 

 大家還記得先知以利亞求死的一幕嗎？他力敵四百個巴力假先知，最終令百姓看清楚誰所事奉

的才是真神，本來應該大肆慶祝才對，只是王后耶洗別聽聞以利亞令她的假先知喪命，就下令追殺

以利亞，以利亞一下子從雲端摔下來，失去一切的希望，所以就放棄掙扎，乾脆求死好了，幸而神

使他充分休息之後，在轟天動地的響聲之後，以微小這聲音安慰他，告訴他並不孤單，以利亞才重

拾力量，繼續為神工作下去（參王上 18：1-19：18）。 

 經過快要兩年的疫症煎熬，不知大家會否筋疲力盡，打算放棄了？另一個心理學家（他們真可

怕）的實驗正好說明放棄的樣子，他們把狗關在以鐵枝造的籠中，然後把鐵枝通電，狗給電擊汪汪

的叫，漸漸牠發覺只有跳起來才可避過電擊，問題是電擊連綿不絕，當狗跳得筋疲力盡時，就乾脆

躺在籠中，任由電撃來襲。今天你是否連出門也感到驚惶，情願留在家中看網上轉播崇拜？你甚至

對神的保守都失去「希望」了？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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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七日聖餐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四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被選君尊祭師 (國度期 28 頁) 眾坐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被選君尊祭司，成族類、主民，一聖潔國度， 

屬主聖民，被召出黑暗進入祂奇妙光！ 

3. 宣召：詩篇 119 篇 1-2、5 節 (舊約 886 頁) 眾立 

1 行為正直、遵行耶和華律法的，這人有福了！ 

2 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尋求他的，這人有福了！ 

5 但願我行事堅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4. 讚美：榮耀歸於真神 (生命聖詩 8 首) 眾立 

1 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為愛世人甚至賜下獨生子， 

 獻上祂生命為人贖罪受害，永生門已大開人人可進來。  ** 

2 救主流寶血，何等全備救恩；真神應許賜給凡信祂的人； 

 罪人中之罪魁若真心相信，一信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  ** 

3 父神啟示真理，祂成就大事，藉聖子耶穌我們歡欣無比， 

 將來見主面我們必更驚訝，何等奇妙改變，更純潔無瑕。 ** 
 
** 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聆聽主聲； 

 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 

 請來藉聖子耶穌來到父前，榮耀歸主， 

 祂已成就大事工。 

5.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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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頌：真神之愛 (生命聖詩 41 首) 眾坐 

1 真神之愛，偉大無窮，口舌筆墨難以形容， 
 高超諸星，深過海洋，長闊高深無法測量， 
 始祖犯罪，惶恐低首，神遣愛子拯救， 
 使我罪人與神和好，赦免一切罪尤。  ** 
2 縱然世代變更過去，帝位王權衰落敗亡， 
 頑梗世人仍不求神，卻向山石呼求保障， 
 真神慈愛始終不變，偉大無限無量， 
 亞當後嗣得蒙救贖，天使聖徒頌揚。  ** (間奏) 
3 世上海洋當作墨水，諸天穹蒼作為紙張， 
 世上萬莖用作筆桿，全球文人集合苦幹， 
 竭盡智力描繪神愛，海洋墨水用乾， 
 案卷雖長像天連天，仍難描述盡詳。  ** 
 
** 真神之愛何等豐富，偉大無限無量， 

永遠不變，永遠堅定，天使聖徒頌揚。 

7. 誦讀經文 眾坐 

啟示錄 7 章 9-17 節 (新約 406 頁) 

9 此後，我觀看，看見有許多人，沒有人能計算，是從各邦國、
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 
10 大聲喊著說： 
 「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於羔羊！」 
11 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以及四個活物的周圍， 
 俯伏在寶座前，敬拜神， 
12 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能、 
   力量都歸於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13 長老中有一位回應我說： 
 「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哪裏來的？」 
14 我對他說：「我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向我說： 

 「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 
  他們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潔白。 
15 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奉他； 
 那坐在寶座上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 
16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 
 太陽必不傷害他們，任何炎熱也不傷害他們， 
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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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壹書 3 章 1-3 節 (新約 385 頁) 

1 你們看父賜給我們的是何等的慈愛， 

 讓我們得以稱為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 

 世人不認識我們的理由，是因他們未曾認識父。 

2 親愛的，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 

 我們所知道的是：基督顯現的時候，我們會像他， 

 因為我們將見到他的本相。 

3 凡對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是潔淨的一樣。 

8. 詩班獻詩：信徒環繞寶座 (來就主席筵 51 頁) 眾坐 

1 環繞寶座站立，列祖、先知，門生、殉道聖徒， 

 伏拜羔羊面前，同瞻聖容光輝，屈膝崇尊。 

 聖徒聯同天使，手執棕枝，揚聲讚美上主， 

 站立頌歌歡欣，聖潔群體呈獻永恆讚美。 

2 環繞上主寶座，萬千信眾同參讚歌悠揚：上主長存慈愛， 

 救主基督復生帶來恩典─救恩釋放罪奴； 

 復生基督領子民出死亡！讚美聖父、羔羊， 

 救恩故事真確，我樂傳揚！ 

3 基督群體圍環活水─主賜新生，恩惠標記。 

 在此宣告信心，立志跟隨基督，敬領重生！ 

 神僕忠心宣告，沐恩於主賜湧流生命道。 

 恩典活泉注傾，饒恕、新生、救恩從主而來。 

4 基督群體圍環，齊參主桌聖餐，常常奉行。 

 頌讚基督犧牲，解開我眾罪責。 

 祂獻身體、寶血，讓眾領受聖子，生命共享， 

 如今聖父垂聽兒女奉主聖名所獻祈求。 

5 環繞上主寶座，在天聖徒在地信眾站立； 

 聯合上主兒女，與天軍天使恭敬拜上主。 

 來尊得勝之君：被殺羔羊復生，滅死威權！ 

 萬舌同聲頌讚，榮歸三一上主，永世無窮！ 

9. 奉獻：誰為我做工 (普天頌讚 711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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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20 章 9-19 節 (新約 126 頁) 眾坐 

9 耶穌用這個比喻對百姓說： 

 「有人開墾了一個葡萄園，租給園戶，就出外遠行，去了許久。 

10 到了時候，他打發一個僕人到園戶那裏去， 

 叫他們把園中當納的果子交給他； 

 園戶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 

11 園主又打發另一個僕人去，他們也打了他， 

 並且侮辱他，叫他空手回去。 

12 園主又打發第三個僕人去，他們也打傷了他，把他推出去了。 

13 葡萄園主說： 

 『我要怎麼做呢？我要打發我的愛子去，或許他們會尊敬他。』 

14 可是，園戶看見他，彼此說： 

 『這是承受產業的。我們殺了他，產業就歸我們了！』 

15 於是他們把他扔出葡萄園外，殺了。 

 這樣，葡萄園主要怎麼處置他們呢？ 

16 他要來除滅那些園戶，將葡萄園轉給別人。」 

 聽見的人說：「絕對不可！」 

17 耶穌看著他們，說： 

 「那麼，經上記著： 

 『匠人所丟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這是甚麼意思呢？ 

18 凡跌在那石頭上的，一定會跌得粉碎； 

 那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壓得稀爛。」 

19 文士和祭司長看出這比喻是指著他們說的， 

 當時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懼怕百姓。 

11. 信息：教會的基石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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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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suffer pain and death By G. Merkel (1827-1885) 眾坐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No.2 from Four Impressions By Guy H. Eldri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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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促進會所有，獲授權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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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讀經: 雷書昊弟兄 李燕怡姊妹 雷書昊弟兄 邱頌詩姊妹 林恩庭姊妹 陳迪麟弟兄 柯綽瑤姊妹 繆迺頌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劉詩愷姊妹 陳卓恩姊妹 劉詩愷姊妹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招待: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黃菁菁姊妹 周潔頤姊妹 李燕怡姊妹 黃香娣姊妹 張慧清姊妹 文玉玲姊妹

司事: 廖文華弟兄 黃慧儀姊妹 黃曉媚姊妹 黎鳳英姊妹 黃寶強弟兄 黎蓮妹姊妹 周家揚弟兄 盧麗銀姊妹

當值: 曾偉珩弟兄 馬君蕙姊妹 沙韋琪姊妹 楊彼得弟兄 葉德誠弟兄 余國培弟兄 曾建恆弟兄 羅志威弟兄

影音: 陳志立弟兄 陳卓欣姊妹 蔡加德弟兄 鄭美珍姊妹 張淑敏姊妹 周鈺貽姊妹 許偉賢弟兄 夏麗婷姊妹

執事: 麥穎珊姊妹 陳貽添執事 蔡頴鈞執事 林禮標弟兄

插花/司數: 楊婉芳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葉玉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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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司琴: 劉樂琳姊妹 劉樂琳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盧穎言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鄔瑜正小朋友 朱曉鋒小朋友

司事: 高正之小朋友 陳沛翹小朋友 鄔方正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姊妹 鄧美葆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林滿泰弟兄 譚慧冰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滿泰弟兄 譚慧冰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五主日（綠）(11月14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四主日（綠）(11月7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129,853 上月奉獻總額: $661,528  (包括發展及購堂: $34,497)

本週獻花:  余國培夫婦 / 陳志立夫婦 / 楊妙玲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0741 主知名 2000 *0742 主知名 2000 F196 主知名 100 M628 主知名 200 Q817 主知名 20000
R904 主知名 1000 R904 主知名 6000 S075 主知名 400 S077 主知名 2400 S987 主知名 5300
V065 主知名 500 W236 主知名 1000 W244 主知名 500 X413 主知名 30000 X430 主知名 4000
X448 主知名 500 X453 主知名 17000 X498 主知名 3500 X867 主知名 500 X905 主知名 100
Y060 主知名 500 Y063 主知名 1200

感恩 : *0741 主知名 1000 U004 主知名 650 W236 主知名 1000 W246 主知名 500 W248 主知名 5000
W262 主知名 200 X395 主知名 1000 X448 主知名 500 X533 主知名 1000 X830 主知名 500

X839 主知名 200 Y068 主知名 3000
發展 : S076 主知名 2297 U788 主知名 1500
差傳 : *0741 主知名 500 Y068 主知名 2000
教育 : *0741 主知名 500
鮮花 : W163 主知名 500 X453 主知名 800
其他 : W245 主知名 5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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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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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福蔭團契於 11 月 13 日(六)下午 2:00-4:00 聚會，由林健偉醫

生主講：膝關節退化及治療方法，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5) 本年度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舉行，有意申請

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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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會友何梁若和姊妹(何愛儀姊妹之母親)於 10 月 29 日主息主

懷，安息禮定於 11 月 19 日中午 12 時 30 分在紅磡環宇殯儀

館 4 樓 415 室舉行，隨即往鑽石山火葬場進行火葬禮。求主

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