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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午夜圖書館》Matt Haig 
 

 娜拉 Nora Seed 是個不幸的人，父母早年離異，已經缺少家庭溫暖，她與弟弟關係又疏

離，雖然同組一隊流行樂隊，但最後都是各散東西，大學時修讀哲學，畢業後不知應該做什

麼工作，只有在一間細小的琴行打工，也只有一、兩個學生跟她學習彈琴，老闆當然不高

興，本來她與一個胸懷抱負—往鄉間開酒舖的男士定了結婚日期，卻在那天臨陣退縮，母親

這時候患上重病，娜拉陪伴她到離世，這段時間不但難過，更是十分痛苦，一個下雨天的晚

上，與她相依為命的老貓，意外被車撞倒，一個好心人幫她埋葬好，因此娜拉哭了一個晚

上，第二天遲了上班，琴行老闆順勢把她開除了，娜拉苦苦哀求不果，發現她失去了一切，

世上再沒有可留戀的了。 

 於是娜拉一個人在家，在半夜喝下不知多少酒和藥物，不久她就昏迷了，不過她沒有因

此而喪命，竟然醒過來，身處在一間敞大的圖書館，管理員就是她中學的圖書管理員，她向

娜拉解釋，這圖書館的書架上的書，都是她不同的生活可能性，就如量子物理學的平衡宇

宙原理，即是人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時在進行，當她有不同的選擇時，就會有不同的

生活可能，這是她一個「反悔」機會，從那本「後悔」的書開始，糾正她曾做了錯誤選擇的

場景，娜拉本來已生無可戀，不想再回去選擇什麼，不過經管理員鼓勵生存才有希望之下，

她姑且嘗試一下。 

 首先，娜拉選擇順理成章與那位心想開酒舖的男士結婚，果然她身處丈夫的酒舖，丈夫

當然很高興，不過娜拉卻感到格格不入，因為這到底並不是她的心願，而且她更發現丈夫

有婚外情，這就令她後悔起來，就在這時她又回到圖書館去，原來當她感到後悔，就可以回

來再選擇另一個生活。 

 然後心灰意冷的娜拉只選擇那天晚上老貓留在家，那麼牠就不被車撞倒，果然老貓沒有

出門，躲在床底下，只是娜拉卻發現老貓竟然死在那裡，她氣憤管理員在作弄她，只是原來

她只可選擇生活的過程，結果就不由她來決定。就這樣娜拉勉強的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

躲到北極去研究冰川、跟女友人往澳洲流浪、甚至成為舉世知名的流行曲歌星，只是每一

種生活方式總有令她後悔的地方。最後娜拉向管理員求教，管理員教不要只想著自己的喜

好，應該從更闊的情景來選擇，於是娜拉想到那位幫她埋葬老貓的男人，可以這樣幫助她

的人，應該對她有好感吧，於是就選擇與他一起建立家庭。 

果然娜拉的新家庭很美滿，丈夫很愛她，是個醫生，自己也在大學教哲學，而且她還有

一個聰明可愛的小女兒，一切是那麼美滿的，娜拉希望自己可以繼續過這樣的生活，只要

她沒有後悔不就可以嗎？問題是這並不是她原本的生活，她是在享受別人努力的成果，這

樣是不合哲學的倫理觀的，當她出現後悔，立刻又回到圖書館去，她還可以選擇什麼？再

沒有像這個更幸福的生活了，不過娜拉已明白到，幸福是要自己努力的，最後她選擇…大

家去發掘吧。作者寫書的目的，就是鼓勵人要努力，不要輕言放棄，原來他另一本《Reason 

to stay alive》也懷有同樣的目的。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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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崇拜程序 

 復活節期第七主日（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 篇 1-2 節 (舊約 757 頁) 眾立 

1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 
2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 

3. 讚美：歡呼上主高升 (普天頌讚 289 首) 眾立 

1 上主高升！歡呼震動！基督登座滿榮耀； 
 道成肉身謙卑降臨，擔當世途眾困擾； 
 救贖罪人親作中保，呼召回轉與神和好，永享主愛恩豐盈。 
2 基督高升！創痕可見，亞當後裔仍為憑； 
 耶穌披戴血染朱袍，天下歸降主權柄； 
 雖我苦困、背負傷痕，今隨主步緊緊相親， 
 永享主愛恩豐盈。           (間奏) 
3 基督高升！超越！充滿！牽引萬民進榮耀； 
 主道顯於聖靈烈燄，居人心中長光照— 
 祂既為人出死入生，“以馬內利”成就主恩， 
 永享主愛恩豐盈。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振奮你心 (普天頌讚 294 首) 眾坐 

1 振奮你心，眾信徒！宣告聖日之福， 
 耶穌，我們的救主成就救贖之途。 
 復活後四旬已畢，雲彩高處華輝， 
 基督，奏凱得勝利，被接提升歸回。 
2 振奮你心，眾信徒！城門，抬起頭來！ 
 滿心讚歎驚歡呼，靈魂震顫滿懷， 
 或會害怕感孤單，卻知主早應許， 
 靜待聖靈顯大能，如風如火傾注。    (間奏) 
3 振奮你心，眾信徒！毋庸沮喪挫敗， 
 耶穌，我們的救主凱旋華冠穩戴。 
 受難聖首之荊棘，已轉明亮之星， 
 基督，榮耀恩主名，為神“喜樂”滿盈。 



 

3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33 篇 (舊約 902 頁) 

1 看哪，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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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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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22 章 12-20 節 (新約 422 頁) 

12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每個人所行的報應他。 

13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我是開始，我是終結。」 

14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他們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 

15 城外有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的， 

  以及所有喜愛和行虛謊的人。 

16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了眾教會向你們證明這些事。 

 我是大衛的根，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17 聖靈和新娘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要說： 

 「來！」口渴的人也要來，願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18 我警告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人： 

  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 

  神必將記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 

19 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甚麼， 

  神必從這書上所記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份。 

20 證明這些事的說：「是的，我必快來！」 

  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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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頌讚歸主 (普天頌讚 63 首) 眾坐 

1 神聖之君配得一切稱頌，曾拋棄天堂榮威福無窮， 

 惠賜恩光照亮幽暗心衷：阿利路亞。 

2 救主謙卑屈躬踏足世塵，尋找世上貧者，拯救罪人， 

 十架犧牲使眾得沾救恩：阿利路亞。 

3 讓基督心成眾信徒榜樣：自甘作僕叫眾得享自由， 

 順服謙卑捨命救贖成就：阿利路亞。 

4 至死犧牲—上主美旨得成！遠升高天之上執掌權衡， 

 名超萬名，萬膝拜伏虔誠：阿利路亞。 

5 讓眾口舌同聲合意宣揚，普天之下耶穌基督為王， 

 神聖天父，眾生尊崇仰望：阿利路亞。 

8. 奉獻：誰曾應許 (應許‧詩歌本 8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耶利米書 2 章 1-13、32 節 (舊約 1116 頁) 眾坐 

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2 「你去向耶路撒冷居民的耳朵呼喊，耶和華如此說： 

  『你年輕時的恩愛，新婚時的愛情，你怎樣在曠野， 

 在未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記得。 

3 那時以色列歸耶和華為聖，作為他初熟的土產； 

 凡吞吃它的必算為有罪，災禍必臨到他們。 

 這是耶和華說的。』」 

4 雅各家啊，以色列家的各族啊，當聽耶和華的話， 

5 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的祖先看我有甚麼錯處， 

 竟遠離我，隨從那虛無的神明，自己成為虛無呢？ 

6 他們並不問： 

 『那領我們從埃及地上來， 

 引導我們走過曠野、沙漠有坑洞之地， 

 走過乾旱死蔭、無人經過、 

 無人居住之地的耶和華在哪裏呢？』 

7 我領你們進入肥沃之地，使你們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 

 你們進入時，卻使我的地玷污，使我的產業成為可憎的。 

8 祭司從來不問：『耶和華在哪裏呢？』 

 傳講律法的不認識我，官長違背我，先知藉巴力說預言， 

 隨從無益的東西。」 



 

 

5 

 

9 「我因此必與你們爭辯，也與你們的子孫爭辯。 

 這是耶和華說的。 

10 你們且渡到基提海島察看，派人往基達去留心查考， 

 看可曾有過這樣的事。 

11 豈有一國換了它的神明嗎？其實那不是神明！ 

 但我的百姓將他們的榮耀換了那無益的東西。 

12 諸天哪，要因此震驚，顫慄，極其淒涼！ 

 這是耶和華說的。 

13 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 

 又為自己鑿出水池，卻是破裂不能儲水的池子。」 

32 少女豈能忘記她的妝飾呢？新娘豈能忘記她的美衣呢？ 

  我的百姓卻在無數的日子裏忘記了我！ 

10. 信息：記著與遺忘 眾坐 

11. 回應：主，我願忠心於祢 (生命聖詩 348 首) 眾立 

1 主，我願忠心於祢，賜我能力，賜我能力， 

 主，我願與祢同行，時刻不息，時刻不息。  ** 

2 主，賜祢火熱的心，住我心內，住我心內， 

 賜我祢善良性情，脫離諸罪，脫離諸罪。   ** 

3 我每日要如此行，祢意必遵，祢意必遵， 

 惟獨耶穌，惟有祢，充滿我心，充滿我心。  ** 

 

** 我願跟祢腳踪行，遵祢命令，遵祢命令； 

  道路上若遇荊棘，導我前行，前行。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願主賜福 (普天頌讚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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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

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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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主席: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林湛基弟兄 林湛基弟兄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陳朝發弟兄 陳卓欣姊妹 周家揚弟兄 林洛琛弟兄 賴文湘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呂浩然弟兄

司琴: 甄樂陶弟兄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招待: 李燕怡姊妹 林文蓮姊妹 葉翠蓮姊妹 梁文耀弟兄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繆迺頌姊妹 文玉玲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辛列卿姊妹 麥寶儀姊妹 袁麗娟姊妹 陳景安弟兄 何少鳯姊妹 盧惠旋姊妹 莫雪貞執事

當值: 朱麗程姊妹 王月珊姊妹 鄧民亮弟兄 呂君達執事 鍾志堯弟兄 沙韋琪姊妹 楊彼得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張淑敏姊妹 劉樂琳姊妹 許偉賢弟兄 雷君昊弟兄 陳志立弟兄 梁睿熙弟兄 黃曉媚姊妹 陳喜洋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呂君達執事 李婉貞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二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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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余泳恩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徐祉瑤 徐祉瑤

讀經: 高　越小朋友 黃樂恩姊妹 盧穎言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司事: 高正之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陳頌諾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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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芷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朱美儀姑娘 林溢敏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譚慧冰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敏儀姊妹 何艷愛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寶頤姊妹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節（紅）(6月5日) 聖餐復活節期第七主日（金）(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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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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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 日(五)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5) 福蔭團契於 6 月 11 日下午 2:00-4:00 聚會，由周振權醫生主

講：鼻咽癌病人的耳專科健康講座，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6) 環球聖經公會與本堂合辦聖經課程，詳情如下，有興趣參加

者請於網上報名： 

7) 會友林殷宏弟兄父親(林恩忠先生)之喪禮定於今日晚上 5-8

時在世界殯儀館 1 樓博愛堂舉行，明日上午 10 時出殯，隨

即往鑽石山火葬場，求主安慰其家人。 

8) 會友潘燕玲姊妹父親(潘錫堯先生)之喪禮定於 5月 31日(二)

晚上 6-8 時在鑽石山殯儀館地下永德堂舉行，6 月 1 日(三)

早上 8 時 50 分出殯。求主安慰其家人。 
 

 

 

課程名稱  真假信徒──雅各書解讀 

課程簡介 

 

雅各書可從不同角度探討，包括信徒如何面對試煉（1:2）、信

徒的完全（1:4）、信行合一（2:14）。本課除了介紹前人的成果，

更會從雅各如何引用舊約入手，更深入了解雅各書的精髓。 

課程導師 - 黎永明博士 

- （環球聖經公會培訓總監、建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上課日期、 

時間及地點 

- 7/6，14/6，21/6（週二，3 堂），晚上 7:30-9:15 

- 本堂禮堂 

報名連結 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www.wwbible.org/%E7%B6%B2%E4%B8%8A%E5%A0%B1%E5%90%8D
https://www.wwbible.org/%E7%B6%B2%E4%B8%8A%E5%A0%B1%E5%90%8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