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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寵物教會我們的事 
 

這是 2020 年疫情開始爆發時，我家收養的一隻唐狗，我妹妹在街上

看見有兩隻有主人在後面的小狗兇狠地向牠吠叫，牠可憐地縮在一

角，身型龐大但膽小得很。妹妹就帶了一些食物給牠，原本只是暫

養，希望有人領養牠。生命的相遇有時就是這樣奇妙，牠自此就成為

我們家裏的一分子。 
 

我媽媽給牠起名叫 Lucky，這是多年以前她飼養一隻唐狗的名字，後

來因為搬遷無奈要把牠棄養在有行山人士餵流浪狗的山頭。媽媽一直

為此自責內疚。新收養的 Lucky，媽媽看為上天給她贖罪的機會。有時上帝讓我們重

遇一些類似的情境，或許是給我們改正盲點和彌補缺口的機會。每次媽媽上街回來

後，也會給牠三粒乾雞粒。因為她說曾這樣應承 Lucky，為安撫牠初來時由於沒人在

家的焦慮，承諾了就不應反悔。有一次她偷偷自己帶 Lucky 上街，由於 Lucky 搶

繩，媽媽跌穿了頭，在救護車時，她叮囑妹妹不要怪 Lucky，不要牠。平時媽媽亦時

常會和牠說話，她堅持說牠聽得懂的。相信 Lucky 聽了她很多心底的秘密。不知是

否受了媽媽影響，有一次我也向牠說了一些自己的事。 
 

Lucky 在疫情中成為陪伴和醫治我媽媽的天使，真的希望牠可以在媽媽身邊陪到最

後。牠是天父派來的嗎？我相信是。原本是我們拯救牠，但牠亦好像帶著天父差派

的使命來到我們的家，做到我作為女兒不能做的事。當你說你幫助一個人的時候，

可能是天父派他來祝福你呢！Lucky 壽命按理比我們短，牠亦患了紅斑狼瘡症，有一

天牠在世的任務完成，就會離開我們。寵物幫助我們學習安然面對生命的脆弱、短

暫卻又相當珍貴的事實，操練我們帶著感謝、珍惜卻又不去掌控和強留在身邊的心

境，看待一切生命的相遇和離別。創造主可能藉著牠們的出現，想告訴我們一些生

命的真諦。能否看得出，在乎我們能否謙卑請教牠們。 
 

動物的生命同樣需要被尊重，牠們也是天父所造的，也有自己的個性、想法、感覺

和感受。每次看到一些貓狗被殘暴虐待的事件，我是很憤怒的。 
 

若大家想飼養寵物，真的請先想清楚，牠們是把自己的生命純真、信任地交託給

你。鼓勵大家領養，很多繁殖場為了收益，貓狗都得不到人道對待。受到身心的

傷害，牠們就是出不了聲，沒有為自己選擇的權利。可供領養的多數不是名種貓

狗，創造主眼中沒有名種不名種呀。有時人類的毛病就是將自己扭曲了的價值強

加在自己及其他受造物身上。我家的 Lucky 在我和家人心中就是名種狗，生命本

身就是貴重，建立了感情的就更加名貴，獨一無二。 

江慕慈姑娘  



 

 

2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二日崇拜程序 

 聖三一主日 (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三聖頌 (普天頌讚 847 首) 眾坐 

聖哉上主，聖哉大能主，聖哉永恆主宰，懇求垂憐我眾。 

3. 宣召：詩篇 29 篇 1、11 節 (舊約 783 頁) 眾立 

1 神的子民哪，你們要將榮耀、 
 能力歸給耶和華，都歸給耶和華！ 
11 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 
 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 

4. 讚美：至聖三一神 (普天頌讚 317 首) 眾立 

1 上主，全能的父神，萬有創造之宗， 
 大地頌讚祢光榮，諸天驚歎尊崇。  ** 
2 崇拜救贖施恩主，耶穌—道成肉身， 
 榮耀、讚美與尊榮，屬主至高權能。 ** 
3 上主，至聖的神靈，內住信徒心靈， 
 求賜亮光常引領，直抵永生天境。  ** 
 阿們。 
 
** 至聖上主、三一神，永活、永存獨一神， 

 聖潔主，全能神，配受崇尊永生神。 

5. 祈禱 眾立 

6. 歌頌：普賜宏恩 (普天頌讚 322 首) 眾坐 

1 天上父神仁愛深廣：大開萬民救拯之門， 
我眾罪人伏主座前，懇求普賜赦罪之恩。 

2 全能聖子道成肉身：先知、救主、祭司、主人， 
我眾罪人伏主座前，懇求普賜拯救之恩。 

3 永恆聖靈賜新生命：脫罪出死，甦醒我靈， 
我眾罪人伏主座前，懇求普賜重生之恩。  (間奏) 

4 敬拜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奇妙真神！ 
 我眾罪人伏主座前，懇賜三一上主之恩。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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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8 篇 (舊約 762 頁) 

1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2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孩童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3 我觀看你手指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4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5 你使他比神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6-8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牲畜、空中的鳥、海裏的魚， 

  凡游在水裏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9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使徒行傳 2 章 29-36 節 (新約 181 頁) 

29 「諸位弟兄，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坦然地對你們說： 

 他死了，也埋葬了，而且他的墳墓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裏。 

30 既然大衛是先知，他知道神曾向他起誓， 

 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 

31 他預先看見了，就講論基督的復活，說： 

 『他不被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 

32 這耶穌，神已經使他復活了，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 

33 他既被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 

 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34 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說： 

 『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35 等我使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 

36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知道， 

 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 

 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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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詩班獻詩：萬古之主 (普天頌讚 6 首) 眾坐 

1 萬古上主，高居寶座顯光榮，邦國的子民俯伏懇切求； 

 伊甸創始群生一向蒙恩寵，光明與生命賞賜豐而厚。 

2 神聖父親，歷世引領眾選民，火柱與雲柱晝夜領前行， 

 越過乾海，走遍曠野歷艱辛，愛慕又感謝，屈拜同崇敬。 

3 聖潔耶穌，我眾救主和平王，祢恩待小子到主跟前來， 

 喚眾同享祢新創造與恩光，主克勝死亡，生命歌奏凱。 

4 聖善神靈賞賜我眾新生命，激發眾心靈，加倍賜力量， 

 自祢流湧如江不息到永生，增信心盼望，添契合、平安。 

5 同心崇敬，揚聲讚美三一神，稱頌主美善，仁慈常圍環； 

 同心禱告，願主傾聽眾呼聲，施恩寵、保護，主愛永長伴。 

 阿們。 

9. 奉獻：Trio on Thou Bless the Gifts(求主賜福所獻) 眾坐 

10. 信息經文：創世記 35 章 9-15 節 (舊約 50 頁) 眾坐 

9 雅各從巴旦‧亞蘭回來，神又向他顯現，賜福給他。 

10 神對他說： 

 「你的名原是雅各，從今以後不要再叫雅各， 

 你的名要叫以色列。」於是，神就叫他的名為以色列。 

11 神又對他說： 

 「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生養眾多，將來有一國和許多的國從你而來， 

 又有許多君王從你生出。 

12 至於我賜給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必賜給你； 

 我必賜這地給你的後裔。」 

13 神就從與雅各說話的那地方升上去了。 

14 雅各就在神與他說話的地方立了一根柱子， 

 就是石柱，在它上面獻澆酒祭，又澆油。 

15 雅各就給神與他說話的那地方起名叫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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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息：得與失 眾坐 

12. 回應：我主必會看顧 (青年新歌 23 首) 眾立 

1 遇到困境你不須驚怕，我主必會看顧； 

 護庇你，神永張開恩翅，我主必會看顧。  ** 

2 遇過困苦叫我心沮喪，我主必會看顧； 

 絕處困險似四方迫近，我主必會看顧。   ** 

3 為你所需每天祂供應，我主必會看顧； 
 若你祈求每次祂傾聽，我主必會看顧。   **  (間奏) 

4 或會遇到各種新挑戰，我主必會看顧， 

 力竭、疲乏也可得倚靠，我主必會看顧。  ** 
 
** 祂必保守引領，每天看顧，每刻眷佑， 

 神看顧終一生，必會共行護庇。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Postlude on Nicaea (聖哉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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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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麥子強先生 麥子強先生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讀經: 周鈺貽姊妹 李燕怡姊妹 周鈺貽姊妹 邱頌詩姊妹 林恩庭姊妹 甄志賢弟兄 林恩庭姊妹 繆迺頌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康　全弟兄 李淑蓮姊妹 林義妹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耀尊弟兄 李淑蓮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柯思敏姊妹 劉惠雯姊妹 文玉玲姊妹 黃寶強弟兄 黎蓮妹姊妹 譚建偉弟兄 陳翠珍姊妹

當值: 張錦雲姊妹 麥永佳姊妹 古海劍弟兄 曾建恆弟兄 麥淑容姊妹 馬君蕙姊妹 彭秀群姊妹 馬君思姊妹

影音: 陳永祐執事 陳卓欣姊妹 黃曉媚姊妹 雷君昊弟兄 黃永賢弟兄 劉樂琳姊妹 陳國榮弟兄 夏麗婷姊妹

執事: 蔡頴鈞執事 陳貽添執事 陳永祐執事 黃佩貞執事

插花/司數: 錢惠如姊妹 趙惠蘭姊妹 楊彥君姊妹 朱滔聰弟兄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利珍寶姊妹 利珍寶姊妹 -　- -　-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　- -　-

讀經: 梁穎童小朋友 朱曉鋒小朋友 -　- -　-

司事: 陳頌妍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　- -　-

信實: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林溢敏姊妹 朱美儀姑娘 林溢敏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周敏儀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敏儀姊妹 何艷愛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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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二主日（綠）(6月19日) 聖三一主日 (金)(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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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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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麥子強傳道（同時是甜品店負責人）蒞臨本堂證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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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執事會訂於 6 月 16 日(四) 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

時間，並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6)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7) 環球聖經公會與本堂合辦聖經課程 (真假信徒──雅各書解

讀)已於 7/6(二) 開課。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留意上課日期及

時間：7/6，14/6，21/6（二），晚上 7:30-9:15。 

8) 「聖約翰急救續證課程 - 急救重溫課程 ODRC」定於 9 月份 

(六)下午 1:00 至晚上 9:00 在藍田堂舉行(課程及考試日期待確

認)。請有意續證的弟兄姊妹可登入

https://forms.gle/owtEBjYdY25Et7yi9 了解詳情及報名，費用

$320；6 月 20 日下午 1 時截止報名。 

9) 劉麗梅姑娘已向本堂請辭，並於 7 月 31 日正式離任。除了主

日崇拜、週二及週四團契外，劉姑娘將由 7 月 5 日起作離職

前休假。感謝劉姑娘一直以來對弟兄姊妹的牧養，求主引領

她往後的事奉。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owtEBjYdY25Et7yi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