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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窮途未必是末路 ? 
 

  猶記得一首詞「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出自宋代陸游的〈遊山西村〉

詞。內容大致描繪詞人在青翠可掬的山巒間漫步，清碧的山泉在曲折溪流中汩汩穿行，草

木愈見濃茂，蜿蜒的山徑也愈益依稀難認。正在迷惘之際，突然看見前面花明柳暗，幾間

農家茅舍，隱現於花木扶疏之間，頓覺豁然開朗。詞裡的「山重水複」意思是走到山水的

盡頭。但後來陸游這首詞經常被人改為「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膾炙人

口的名句第二個意思是從本義引申出來的，比喻當人走投無路的困境，在絕境之中卻找

到了另一條出路。隨後經常被人應用於遇到困難一種辦法不行時，可以用另一種辦法去

解決。 
 

    這首詞帶給我們的哲理及意義 ; 不禁令我聯想起聖經中一位顯赫的先知---以利亞。

在他的生命中有幾個片段都跟上述名句「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處境很相

似。第一個片段是 (王上 17:1-24)，他遇著一場旱災，面對沒有東西可吃及沒有水可飲之

危機，可是在絕處逢生，以利亞竟獲得耶和華所吩咐往約但河東的基立溪旁及差遣了一

隻烏鴉叼餅和肉來供養他，又飲用溪裏的水。後來他遇到第二個片段 ; 就是遇見溪水將

要乾涸無水可飲之際，耶和華再吩咐他起身往西頓撒勒法去，又差遣另一位窮寡婦供養

他，正當那婦人罈內只剩一把麵和一點油之困境中，在面對巧婦難為無米炊條件之下還

要供養兒子及以利亞，實在難上加難 ! 在這關鍵時刻，神蹟就臨到他們，那婦人罈內的

麵和油竟源源不絕地吃之不盡及用之不完。還有，以利亞一再遇到第三個山窮水盡片段; 

就是寡婦兒子患了重病臨近死亡沒有氣息，婦人深表傷心欲絕之際，耶和華垂聽了以利

亞的禱告，將他兒子在瀕臨死亡邊緣救活過來。再者，當以利亞在基順河邊殺了四百五十

位巴力先知時，他遇到第四個片段的窮途末路 (王上 19:1-17); 就是被耶洗別派人追殺他，

他就逃走用一日路程走到羅騰樹下求死，他帶著疲憊不堪的身軀在樹下睡著了，耶和華

差遣了一位使者給他餅和水，以利亞竟從新得力走了四十晝夜躲藏在何烈山洞中極其灰

心向神吐苦水，在他內心極度失望之際，神用了祂的話來重建以利亞的信心，就是神的權

能留下了以色列中七千人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親吻巴力的 (王上 19:18)，從此以利亞就

從新得力繼續起來為主宣講。 
 

    其實在我們人生歷程中，或多或少都會遇到一些令我們無法控制的處境或困難 ; 有

時都會遇見像先知以利亞的山窮水盡處境，有的是令我們面臨連基本生活需要都缺乏的

時候。也有的是可以賴以為生的資源已經耗盡時候。有的是身邊所愛的人患重病的時候。

甚至有的是面對人際關係傷害或被人無故攻擊的時候。然而這些困境在考驗著我們對神

的信心和耐性倚靠主，不過耶和華以勒的神總是在我們最急需幫助的時候，給予我們周

詳供應、預備、餵養、安慰、支持鼓勵、醫治、歇息及陪伴，讓我們得著身心靈的照顧和

保護 ; 以利亞如是、我們也如是 ! 在山窮水盡處，最終可遇見如柳暗花明般從神而來的

作為。願主堅固我們的信心，阿們 !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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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復活節期第二主日（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33 篇 (舊約 902 頁) 眾立 

主：1 看哪，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眾：2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 
   又流到他的衣襟； 
合：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 
   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3. 讚美：永活基督 (普天頌讚 274 首) 眾立 

1 永活基督！聖徒頌讚。十架空懸立天地間。 
  萬家萬戶歡欣歌唱，不滅大愛淹蓋死亡。 
2 永活基督！不再受限，祂超歲月、地域、空間。 
  隨時隨在，救拯、醫治，伸展遍及各方各處。 

詩班：3 座設高天，雖遠猶近，俯聽萬民痛苦哀音。 
  主權王杖，高天統領，救主旨意通達馳行。 (間奏) 
4 種族分歧，禍患、戰爭，恨怨之中主竟同行； 
  基督仁愛，可治傷創，絶望欣逢生機盼望。 
5 永活基督，顯示神愛。福音遍傳今世、萬代。 
  直到海天、眾生歡騰，充滿公義、讚美、慈仁。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主復生 (普天頌讚 269 首) 眾坐 

1 主復生！從今以後死亡恐怖再不驚心； 
 主復生！從今以後墳墓威權再不轄制。阿利路亞！ 
2 主復生！為我犧牲，此生專為事主信徒， 
 清心虛懷偕主行，頌揚讚美，榮歸救主。阿利路亞！ 

清：3 主復生！我深知道主愛深厚永不轉移； 
唱 生與死、地府噩耗，不能分隔與主割離。阿利路亞！ (間奏)  

4 主復生！榮升主帥，寶座莊嚴，萬國君臨； 
 我主腳蹤甘追隨，偕主作王、安息天庭。阿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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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48 篇 (舊約 916 頁) 

1 哈利路亞！ 
 你們要從天上讚美耶和華，在高處讚美他！ 
2 他的眾使者啊，要讚美他！他的諸軍啊，都要讚美他！ 
3 太陽月亮啊，要讚美他！放光的星宿啊，都要讚美他！ 
4 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啊，你們都要讚美他！ 
5 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因他一吩咐就都造成。 
6 他將這些設定，直到永永遠遠；他訂了律例，不能廢去。 
7 你們哪，都當讚美耶和華： 
 地上一切所有的，大魚和深洋， 
8 火和冰雹，雪和霧氣，成就他命令的狂風， 
9 大山和小山，結果子的樹木和一切香柏樹， 
10 野獸和一切牲畜，昆蟲和飛鳥， 
11 世上的君王和萬民，領袖和世上所有的審判官， 
12 少年和少女，老人和孩童， 
13 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 
 因為獨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榮耀在天地之上。 
14 他高舉自己百姓的角，使他的聖民以色列人， 
 就是與他相近的百姓得榮耀。哈利路亞！ 

 
約翰福音 20 章 19-31 節 (新約 175 頁) 

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因怕猶太人， 
所在的地方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20 說了這話，他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門徒一看見主就喜樂了。 
21 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22 說了這話，他向他們吹一口氣，說： 

「領受聖靈吧！ 
23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免； 

你們不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不得赦免。」 
24 那十二使徒中，有個叫低土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 

他沒有和他們在一起。 
25 其他的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 

多馬卻對他們說： 
「除非我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我的指頭探入那釘痕，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絕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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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在一起。 
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27 然後他對多馬說： 
「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看看我的手； 

把你的手伸過來，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總要信！」 

28 多馬回答，對他說：「我的主！我的神！」 
29 耶穌對他說： 

「你因為看見了我才信嗎？那沒有看見卻信的有福了。」 
30 耶穌在他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錄在這書上。 
31 但記載這些事是要使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並且使你們信他，好因著他的名得生命。 

7. 奉獻：榮耀寶架 (生命聖詩 134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21 章 3-14 節(新約 176 頁) 眾坐 

3 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 
 他們對他說：「我們也和你一起去。」他們就出去，上了船；
 那一夜並沒有打著甚麼。 
4 天剛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他是耶穌。 
5 耶穌就對他們說：「孩子們！你們有吃的沒有？」 
 他們回答他：「沒有。」 
6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會得到。」 
 於是他們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很多。 
7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是主！」 
 那時西門‧彼得赤著身子，一聽見是主， 
 就束上外衣，跳進海裏。 
8 其餘的門徒因離岸不遠，約有二百肘， 
 就坐著小船把那網魚拉過來。 
9 他們上了岸，看見那裏有炭火，上面有魚和餅。 
10 耶穌對他們說：「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 
11 西門‧彼得就上船，把網拉到岸上，網裏滿了大魚， 
 共一百五十三條；雖然魚這樣多，網卻沒有破。 
12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來吃早飯。」 
 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你是誰？」因為他們知道他是主。 
13 耶穌走過來，拿餅給他們，也照樣拿魚給他們。 
14 耶穌從死人中復活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 

9. 信息：重遇 ‧ 重聚 ‧ 重塑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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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應：今要主自己 (生命聖詩 393 首) 眾立 

1 前所要是祝福，今所要是主； 
  前所憑是感覺，今靠主言語； 
  前所要是恩賜，今要賜恩主； 
  前我尋求醫治，今要主自己。 ** 
2 前用己力苦試，今完全信靠； 
  前要一半救恩，今要全得救； 
  前常用手拉主，今主手牽我； 
  前常漂流無定，今錨已拋妥。 ** 

默想 3 前我忙於計劃，今專心祈求； 
  前我非常掛慮，今有主眷佑； 
  前我隨己所欲，今聽主訓語； 
  前我不住求問，今常讚美主。 ** 
4 前是自己作工，今靠主工作； 
  前我欲利用主，今讓主用我； 
  前我尋求能力，今要全能主； 
  前為自己勞碌，今為主而活。 ** 
5 前我盼望屬主，今知主屬我； 
  前我燈將熄滅，今照耀輝煌； 
  前我等待死亡，今候主再來； 
  我一切的盼望，安妥主幔內。 ** 

 
** 永遠高舉耶穌，讚美主不歇； 
一切在耶穌裏，惟祂是我一切。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主復活 (生命聖詩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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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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插花/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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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喜樂:

仁愛:

林笑寶姊妹 林笑寶姊妹 李敬因姊妹 譚慧冰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暂　停

趙惠蘭姊妹 鄧柏齡弟兄

謝月芬姊妹 柯思敏姊妹

陳惠霞姊妹 招楚筠姊妹

黃香娣姊妹

謝月芬姊妹

溫燕玲姊妹

林義妹姊妹

柯思敏姊妹

曾偉珩弟兄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節期第三主日（金）(5月1日) 聖餐復活節期第二主日（金）(4月24日) 

*** 合 堂 *** *** 合 堂 ***

陳志輝牧師

劉翠琴姊妹

柯綽瑤姊妹

江慕慈姑娘

呂潔玲姊妹

陳　諾弟兄

周悠姊妹 林美荃姊妹

劉翠琴姊妹 朱美儀姑娘

黃愛娣姊妹 李寶玲姊妹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陳可媚姊妹 鄧美葆姊妹 利珍寶姊妹 李芷珊姊妹

周潔頤姊妹

暫停 暫停

張淑敏姊妹 同工 葉德誠弟兄 同工

葉玉娥姊妹

陳貽添執事 余文耀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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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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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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5) 會友王國歡姊妹安息禮定於 4 月 28 日上午 10:30 在世界殯儀館

2 樓永生堂舉行，隨即往和合石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6) 陳志輝牧師今早於尖沙咀潮人生命堂證道。 

7) 2021-2022 年第三季的青成聖經課程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

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於 1/5(日)或以前提交電子報名表。上課時

間及形式可能會因崇拜安排改變而有變動。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形式及時間 報名連結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

睇真 D 】 

讓學員透過觀察經文及發問，實踐信仰。 黃敬熙先生、

陳樂獻先生、

麥浩澄先生 

5 月 8 日 (日) 開課，逢

星期日 12:00-12:45p.m. 

形式：實體、網上同步  

https://forms.gle/E
uTj8NwTNgVfqH3G
8  

高中主日學 

【門訓學

堂：使徒行

傳教我們的

事( 續) 】 

耶穌極為看重門徒訓練，祂用三年半的時間

與門徒相處，並且成為他們的榜樣，讓他們

有學習的對象。今日，我們也接受裝備藉著

訓練和事奉，繼續寫下「使徒行傳廿九

章」！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上課日期和時間：導師

會聯絡學員 

形式：網上上課 

https://forms.
gle/nSJJtACFR
wktRarH7  

成人主日學-

進階 

【基督教藝

術與靈修】 

基督教傳統影響西方藝術-音樂、繪畫、雕

塑、建築及文學等發展，直至文藝復興，人

文主義興起，藝術方向分道揚鑣，以後更出

現倒過來的影響，基督教文化走向「世俗

化」，本課既探討當中的歷程，亦注重欣賞

及反思，建構出於污泥而不染之靈修生活。 

麥志成牧師 5 月 8 日(日)開課，逢星

期日 12：00- 12:45p.m.  

(共 11 堂) 

形式：實體、網上同步 

https://forms.
gle/T5fer8J143
j43cZGA  

成人主日學-

初級 

【這是怎樣

的平安】 

聖經裡不乏「平安」的題材，透過選讀的經

文，盼望與大家一起思想經文在不同的處境

中所透視的平安。 

劉麗梅姑娘 5 月 8 日(日) 開課， 

逢星期日 12：00- 

12:45p.m.(共 7 堂)  

形式：實體、網上同步 

https://forms.
gle/MWsxFhva
QpAyAeoFA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EuTj8NwTNgVfqH3G8
https://forms.gle/EuTj8NwTNgVfqH3G8
https://forms.gle/EuTj8NwTNgVfqH3G8
https://forms.gle/nSJJtACFRwktRarH7
https://forms.gle/nSJJtACFRwktRarH7
https://forms.gle/nSJJtACFRwktRarH7
https://forms.gle/T5fer8J143j43cZGA
https://forms.gle/T5fer8J143j43cZGA
https://forms.gle/T5fer8J143j43cZGA
https://forms.gle/MWsxFhvaQpAyAeoFA
https://forms.gle/MWsxFhvaQpAyAeoFA
https://forms.gle/MWsxFhvaQpAyAe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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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三月底本堂已付清按揭貸款，共港幣壹佰零六萬，節省港幣

兩萬元利息。目前藍田堂的儲備仍有四佰萬。 

9) 本堂已獲得區聯會批准堂會公司化，現階段區聯會的律師團

隊在四月初提交藍田堂相關的法律文件到稅務局作「原則性

批准」審批，需時 4 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