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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學童自殺事件引起關注 

自從今年九月疫情後恢復了半日制校園生活之後，卻頻頻傳出學生自殺消息 ; 據報章資

料記錄在過去九至十月份內均出現八宗學童自殺及懷疑學生自殺事件出現，情況令人憂慮及惋

惜 ! 根據香港 01 網上新聞及頭條新聞資料顯示八宗學童自殺事件年齡層大部分是中學生，為

何短短兩個月內有如此頻密出現學生輕生事件? 確實引起筆者的關注。 
 

根據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葉兆輝博士在網上平台發佈的自殺研究資料得知 ; 

「2020 年香港標準化自殺率估測為 9.1，創九年新低，不過有三個群組情況值得額外關注，當

中包括了 15 歲以下少年組別。另外他更指出，由於 15 歲或以下人士的自殺率一直維持低水

平，所以國際上甚少作大型統計分析。不過現時香港青少年自殺有上升趨勢，自殺率由 2019 年

的 0.7 升至 2020 年的 1.3 (即由每 10 萬人有 0.7 人自殺升至 1.3 人自殺) 當中女性自殺率更由

2019 年的 4 人升至 2020 年的 6.1 人(即每 10 萬人有 6.1 人自殺) 所以社會更應該保持警惕，持

續關注。」 
 

此外，從葉博士研究資料查考自殺者輕生原因難以一概而論之，不過從新聞報導、臨床心

理學家及社工跟進個案後總結出青少年自殺成因受著很多範疇因素影響 ; 包括家庭、人際相

處、讀書壓力、感情困擾、精神健康、自我要求高、考試及教育制度下引起壓力及移民潮之間

接的影響。 
 

因此有兩位臨床心理學家分別促請政府、學校及家長必須要通力合作才能預防自殺事故，

並建議家長每天預留 15 分鐘關心聆聽子女內心面對之壓力或情緒困擾多於只關注她在校的功

課及成績表現。若然子女難於用言語表達內心感受，可透過一點戶外運動、一起玩桌上遊戲及

看電視時間所引發一些話題來與子女溝通，藉此讓子女舒緩內心困擾的問題、了解情感需要和

及早給予支援。還有，家長可跟子女分享自己處理壓力經驗，以增強子女用積極方法面對壓力

和能力。再者，家長可協助子女開創一些能舒展身心壓力的興趣 ; 如 : 音樂、繪畫、閱讀有

趣爆笑課外書籍或正向勵志人物故事書、運動、社交遊玩等，讓子女在繁忙的學習及考試生活

退隱下來多點休息的空間。另外，剛踏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因受著荷爾蒙影緒情緒較為浮動及心

理成長影響下會較容易跟同輩比較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從而形成心理上無形壓力，所以家長在

與子女溝通時多以同理心明白子女所面對掙扎多於否定他的情緒需要。 
 

除了家長幫助子女預防學童自殺外，學童也有責任愛惜自己的生命及為著愛他們的父母履

行孝道，正如《孝經》有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若然子女不好好善待自己身體令他有損傷，第一位心痛及情感

受傷害的人總是父母及身邊關心他的人，所以奉勸有輕身念頭的學童們，當你們遇挫折或失敗

時，要懂得為一時衝動輕生的念頭和想法作出急轉彎的選擇，人生總有很多方法解決問題，不

一定只用放棄自己方法解決問題的。生命無 Take Two，請小心演繹。 
 

求主憐憫保守時下青少年人能學習善待自己及愛惜生命! 阿們!。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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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基督君王日（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屈膝俯伏主前 (崇拜樂章 54 頁) 眾坐 

屈膝俯伏主前，宣主奧妙名， 

因主聖潔尊貴，寶座設於聖民之讚頌中! 

歡欣祝頌主名，恩典愛長存， 

高舉主榮耀尊貴，傳播普世天顯尊榮。 

3. 宣召：基督為王 (普天頌讚 328 頁下) 眾立 

到了日期，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裡， 

是人未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要將衪顯明出來。 

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都歸給祂。阿們！ 

4. 讚美：高唱榮耀之歌 (普天頌讚 324 首) 眾立 

1 齊來高唱榮耀之歌，普世全地酬應諧和：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基督開闢新道永活，高升榮登真神寶座。 

 (阿利路亞！× 5) 

2 聖徒群體列隊頌唱，橄欖山岡同立其上，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忠心信徒舉目仰望，基督高升威儀堂皇。 

 (阿利路亞！× 5) 

3 上主！導我歸家路向，振奮我心嚮往天鄉，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基督與父寶座同享，至高獨一萬王之王。 

 (阿利路亞！× 5)   (間奏) 

4 復活基督榮升高天，全地同心讚美呈獻，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基督國度恆存永遠，三一：父、子、聖靈同尊。 

 (阿利路亞！× 5) 

5.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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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頌：威嚴神聖之名 (普天頌讚 323 首) 眾坐 

1 威嚴神聖之名，奧祕高深莫測， 
 天使侍立敬奉萬世之君， 
 至高權柄能力，光輝、榮耀、尊貴； 
 同伏於主智慧，基督耶穌—我主！ 
2 掌人命運神子，亙古永恆真神， 
 天父將祂大愛傾注罪人； 
 看哪！神行奇事，差遣獨生愛子 
 成就救贖旨意，基督耶穌—我主！ 
3 加略山救贖主甘願重價擔負， 
 得勝黑暗權勢，伊甸回復； 
 降生為救萬民，釘身十架捨命， 

 躺臥冰冷墳塋，基督耶穌—我主！  (間奏) 
4 一切王權之宗，永恆不滅之光， 
 天堂、永生保證，福樂天邦； 
 得贖蒙恩子民，讚美歌聲不停， 
 同頌基督威名，基督耶穌—我主！ 

7.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51 章 4-6 節 (舊約 1084 頁) 

4 我的民哪，要留心聽我，我的國啊，要向我側耳； 
 因為訓誨必從我而出，我必使我的公理成為萬民之光。 
5 我的公義臨近，我的救恩發出。 
 我的膀臂要審判萬民，眾海島都要等候我，倚賴我的膀臂。 
6 你們要向天舉目，觀看下面的地； 
 天必像煙雲消散，地必如衣服漸漸破舊； 
 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 

惟有我的救恩永遠長存，我的公義也不廢掉。 
 

猶大書 1 章 20-25 節 (新約 396 頁) 

20 親愛的，至於你們，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藉著聖靈禱告， 
21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進入永生。 
22 有些人心中猶疑，你們要憐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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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他們； 
 有些人你們要存懼怕的心憐憫他們， 
 連那被情慾污染的衣服也要厭惡。 
24 願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 
 使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他榮耀之前的、 
25 我們的救主獨一的神，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享榮耀、威嚴、能力、權柄，從萬古以前， 
 到現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8. 詩班獻詩：耶穌是主 (恩頌聖歌 116 首) 眾坐 

1 萬物同頌，傳揚耶穌是君王， 
 祂施能力籌劃創造草木花樹； 
 整個宇宙見證耶穌是君王， 
 星宿日月同歡頌，證耶穌是主。   ** 
2 捨棄寶座、道成肉身的君王， 
 屈尊降生，蒙羞被釘髑髏山頭； 

 掌管永生，卻捨性命的君王， 
 親身救贖人生命，賜歡欣自由。   ** 
3 死而復生，戰勝罪惡的君王， 
 祂眾仇敵聞祂名聲全都屈服； 
 聖靈奉差，證明耶穌是君王， 
 施祂大能的工作，證耶穌是主。   ** 
 
** 哈利路亞！頌讚耶穌！尊祂為天地君王， 
 唱︰「耶穌是主！」 

9. 奉獻：一切獻在壇上 (生命聖詩 465 首) 眾坐 

10. 信息經文：馬太福音 1 章 1-17 節 (新約 3 頁) 眾坐 

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 
2 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兄弟，
3 猶大從她瑪氏生法勒斯和謝拉，法勒斯生希斯崙， 
 希斯崙生亞蘭， 
4 亞蘭生亞米拿達，亞米拿達生拿順，拿順生撒門， 
5 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 
 波阿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 
6 耶西生大衛王。 
7 所羅門生羅波安，羅波安生亞比雅，亞比雅生亞撒， 
8 亞撒生約沙法，約沙法生約蘭，約蘭生烏西雅， 
9 烏西雅生約坦，約坦生亞哈斯，亞哈斯生希西家， 
10 希西家生瑪拿西，瑪拿西生亞們，亞們生約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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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百姓被遷到巴比倫的時候， 
 約西亞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兄弟。  
12 遷到巴比倫之後，耶哥尼雅生撒拉鐵，撒拉鐵生所羅巴伯，
13 所羅巴伯生亞比玉，亞比玉生以利亞敬，以利亞敬生亞所，
14 亞所生撒督，撒督生亞金，亞金生以律， 
15 以律生以利亞撒，以利亞撒生馬但，馬但生雅各， 
16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丈夫； 
 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 
17 這樣，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十四代， 
 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 
 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11. 信息：盼望主降生 眾坐 

12. 回應：耶穌是一位奇妙救主 (青年新歌 5 首) 眾立 

一個古老真愛的見證，基督真光指引！ 
甘降生世間賜恩同行，唯耶穌祂走近！ 
祂受苦復生配得權能，帶領跟祂足印， 
直到戰爭終止，得勝再一次得勝！恩主必跟你走過。 
良朋同伴可知：心內孤單、困慮，恩主耶穌祂可把你拯救！ 
藏在大愛中，安穩於恩翅下，躺身主懷抱裡，一生穩妥！× 2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基督是主 (恩頌聖歌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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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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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李錦洪先生 李錦洪先生

主席: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顧建德弟兄 柯綽瑤姊妹 黃佩貞執事 雷書昊弟兄 區惠娟姊妹 雷書昊弟兄 區惠娟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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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惠蘭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盛霞姊妹 繆迺頌姊妹 鄭倩雲姊妹 鄭　琦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鄧愛賢姊妹 李笑歡姊妹 呂進雄弟兄 吳友蓮姊妹 陳景安弟兄 鄭穎儀姊妹 譚慧冰姊妹 陳詩韻姊妹

當值: 黃翠屏姊妹 張漢榮弟兄 黃香娣姊妹 林志剛弟兄 朱麗程姊妹 王月珊姊妹 余文耀執事 古海劍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李雪葵姊妹 陳國榮弟兄 雷君昊弟兄 黃永賢弟兄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執事 鍾穎嵐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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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蔓菲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鄭穎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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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司琴: -　- -　-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　- -　- 梁穎心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司事: -　- -　- 陳頌妍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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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第一主日（紫）(11月28日) 基督君王日（金）(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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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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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於接待處，歡迎肢體認獻，奉獻金

額為$300 或以上。 

5)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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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