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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哀傷要學習嗎？ 

 

失去，對我們並不陌生，但如何為失去的好好哀傷，倒了我們不習慣思想，不太

願意學習的課題。 

 

悲傷，太軟弱，太不能面對現實，也太負面了，對上帝沒有信心…..你真的覺得上

帝這樣想嗎？哀傷是上帝賦予我們的禮物，為甚麼這樣說？  

 

哀傷，因為有愛，有值得記住的關係，有讓你珍惜的人事物。這不是天父的恩典

嗎？那為何要帶走他們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從來都是在離別的時候，我們

才明白這份感情可以有多深。而最重要的是，愛從來都不會失去，只是彼此相處

的方式改變了。 

 

對失去的人，哀傷不是敵人，而是幫助他們過渡的朋友。那種心碎和悲痛，需要

被看見被明白。而不是把它看為要盡快趕走的病毒。對信徒來說，更是重新思考

上帝給我們生命和種種關係的意義，在越來越沒有人性的機械操作和功能主導的

世界裏，眼淚和痛感告訴我們是一個人，上帝所珍愛的。哀傷這朋友會一步步教

導我們整理人生，放心，有一天，他更會轉化成我們生命的動力，讓我們更好地

活下去。 

 

田芳在《在終將告別前，學習哀傷》這書提出很多有關哀傷的課題：告別儀式的

意義是甚麼？如何藉處理遺物，連繫彼此的關係？喪偶人士再婚或不再婚？流產

就不應悲傷嗎？如何助孩子面對「死亡」？男士如何面對哀傷？如何中年如何帶

父母的回憶走下去？如何陪伴在哀傷路上的親友呢？ 

 

這一連串實際處境的討論，讓我們探視死亡和告別的藝術，邀請我們為自己和別

人作預備，好好學習與哀傷同行。。 

江慕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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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將臨期第一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點燃燭光 (普天頌讚 125 首) 眾坐 

會眾：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3. 宣召：將臨節燃點燭光 (普天頌讚 127 首) (第一主日) 眾立 

啟： 我們燃點燭光， 
象徵基督—世界之光來臨。 

應： 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主的道。 

4. 讚美：神的帳幕在人間 眾立 

王呀，你的國裂天降臨， 

大地眾子民，高聲歡呼！ 

神呀，我相信你將快來，將要掌管萬國。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從此與我同住， 

擦掉淚痕，泯滅恩怨，作你一生愛子。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從此與我同在， 

你是開始，你是終結，與你進到樂園。 

神的帳幕在人間。 

神的帳幕在人間。 

5.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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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頌：這是天父世界 眾坐 

潔淨純真，我心所慕，萬籟恬靜，美麗如畫， 

讚頌如詩，我心所願，萬物唱和，見證。 

人再可手牽手，沒界限，以愛，真心相顧， 

互悔罪，互恕罪，尋求公義，能再可張開手，願放下， 

人生苦怨，十架上，贖眾罪，赦免。 

這是天父世界，孩童側耳傾聽，宇宙歌唱四圍響應， 

星晨作樂同聲，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 

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卻仍掌管。 

宇宙歌唱四圍響應，星晨作樂同聲。 

7. 誦讀經文 眾坐 

耶利米書 33 章 14-16 節 (舊約 1180 頁) 

14 「看哪，日子將到，我應許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的恩言必然實現。 

  這是耶和華說的。 

15 在那些日子、那時候，我必使大衛公義的苗裔長起來； 

 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 

16 在那些日子，猶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帖撒羅尼迦前書 3 章 9-13 節 (新約 315 頁) 

9 我們在神面前，因著你們滿有喜樂。 

 為這一切喜樂，我們能用怎樣的感謝為你們報答神呢？ 

10 我們晝夜切切祈求要見你們的面，來補足你們信心的不足。 

11 願我們的父神自己和我們的主耶穌， 

 為我們開路到你們那裏去。 

12 又願主使你們彼此相愛的心，和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 

 充足，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 

13 好堅固你們的心， 

 使你們在我們的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臨的時候， 

 在我們父神面前，成為聖潔，無可指責。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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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詩班獻詩：我靈宣揚主名 (普天頌讚 897 首) 眾坐 

** 我心靈宣揚主名，來崇尊神偉大， 
 歡欣歌頌神妙奇，甦我靈賜安泰。 
 
1 神垂念婢女卑微，憐憫施恩美善， 
 萬代萬世齊回應天使當夜問安。 
2 神慈愛護佑忠信，拯救脫離失敗， 
 權能膀臂要驅趕內心驕傲謬歪。 
3 大能盡驅自高者，自卑蒙主高舉， 
 飢餓獲飽餐滿足，富翁空手回去。 
4 亞伯拉罕的後裔，承繼信心堅定， 
 主訂信約不改變，慈愛恩澤盡傾。 

9. 奉獻：我們渴望的耶穌 (生命聖詩 104 首) 眾坐 

10.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24 章 13-21 節 (新約 134 頁) 眾坐 

13 同一天，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 

 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離耶路撒冷約有二十五里。 

14 他們彼此談論所發生的這一切事。 

15 正交談議論的時候，耶穌親自走近他們，和他們同行， 

16 可是他們的眼睛模糊了，沒認出他。 

17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一邊走一邊談，彼此談論的是甚麼事呢？」 

 他們就站住，臉上帶著愁容。 

18 兩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 

 「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中， 

惟一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裏發生了甚麼事的人嗎？」 

19 耶穌對他們說：「甚麼事呢？」他們對他說： 

 「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 

他是個先知，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都大有能力。 

20 祭司長們和我們的官長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 

21 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救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這些事發生到現在已經三天了。 

11. 信息：在路上，遇見耶穌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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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回應：願我為主活 (青年新歌 19 首) 眾立 

1 願我為主活，歷真意每天， 

 一切手所作，願蒙主悅納；  

 願放下己意，甘欣然順服， 

 蒙福的旅程，我天天走上。   ** 

2 願我為主活，主甘為我死， 

 釘身於苦架，背罪污羞恥； 

 是這樣的愛，喚我降服主， 

 寧跟主牽引，獻給祂一切。   **   (間奏) 

3 願我為主活，在世每一天， 

 心最想得到是蒙祂欣喜； 

 助軟弱心靈到主裡安息， 

 尋找失喪羊，因祂施拯救。   ** 
 
** 全然將身心給你，獻予基督恩主， 

 你受死把我救贖，甘犧牲寧捨己； 

 唯求恩主居心裡，完全執掌管理， 

 立志奉獻每天為你基督只全為你。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願祢的國降臨 (普天頌讚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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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綱 

* 天涯淪落的兩個人（路加 24:13～17） 

* 傾心吐意的聆聽者（路加 24:18～24） 

* 重整信仰的路上談. (路加 24:25～27） 

* 開啟心眼的擘餅禱 （路加 24:28～31） 

* 坐言起行的回轉路 （路加 24:32～35） 

* 每個人的以馬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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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李錦洪先生 李錦洪先生 陳何美寶師母 陳何美寶師母

主席: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周家揚弟兄 周家揚弟兄

讀經: 雷書昊弟兄 區惠娟姊妹 雷書昊弟兄 區惠娟姊妹 李芷珊姊妹 麥淑容姊妹 李芷珊姊妹 呂潔儀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鄭倩雲姊妹 鄭　琦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敏池弟兄 黎翠琼姊妹 林義妹姊妹 梁文耀弟兄 葉翠蓮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鄭穎儀姊妹 譚慧冰姊妹 陳詩韻姊妹 張滿嬌姊妹 何少鳯姊妹 黃菁菁姊妹 文玉玲姊妹

當值: 朱麗程姊妹 王月珊姊妹 余文耀執事 古海劍弟兄 溫燕玲姊妹 高燕萍姊妹 彭秀群姊妹 陳惠霞姊妹

影音: 黃永賢弟兄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執事 鍾穎嵐姊妹 葉德誠弟兄 陳卓欣姊妹 蔡加德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黃佩貞執事 李婉貞執事 余文耀執事 陳貽添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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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梁穎心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高　越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司事: 陳頌妍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高正之小朋友 溫芷琳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姊妹 鄧美葆姊妹 　 陳可媚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林滿泰弟兄 譚慧冰姊妹 朱美儀姑娘 周敏儀姊妹 何艷愛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朱美儀姑娘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12月5日) 聖餐將臨期第一主日（紫）(1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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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時代論壇創辦人李錦洪先生蒞臨本堂證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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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2 月 25 日上午 10:00 聯合聖誕崇拜(一堂)及洗禮，請肢體依

時出席，同來敬拜為我們降生的主基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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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8) 會友何石肖碧姊妹(何林義妹姊妹之家姑)於 11 月 26 日安息

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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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