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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心累了，怎麼辦？ 
 

身體累了，我們會睡，會坐下來。頭腦累了，會玩，會食，也會做運動，或會參與一

些開心但不太用腦的活動。但心累了呢？心不會睡覺，也好像沒辧法告訴自己的心停

下來休息一下。他有時像無人駕駛的汽車，甚至不受控制地周圍亂竄。 

 

心靈內耗就像電話沒有使用，但電量不斷消耗，原因是下載了很多會自動更新，不停

運作的 apps。那些 apps 有用的嘛，曾經有用？很久沒有用？暫時不需要甚至沒有空間

用？心靈的力量就不知不覺用盡了。當我們遇到真正需要能量面對的事情，就來不及

充電，無力應對。力不從心，但又強迫自己應付眼前的事，對心靈是更大的損耗。勉

強完成要做的事情後，可能發現內心五勞七傷，需要很長的療傷期呀！ 

 

心累就躺下來一會吧…… 

 

 

 

若今天有些事阻擋著你的計劃，讓你不能如常行動，或許是上帝邀請你躺下，從另一

角度發掘祂的恩典和同在，讓你心靈充電，看見更廣濶的世界，是一個漆黑中有主照

管的世界，這足夠讓你安心嗎？當然「被躺平」的滋味開始並不好受，但開著機充電

有時很傷機的。你抵抗上帝的手，要強行拗腰撐起，就會更累，何必呢！ 逆流時你硬

要向前是浪費力氣，何不抱緊值得依靠的岩石，靠主站穩，靜待下一個順流的浪推你

向著正確的方向前進。說得當然容易，總需要不斷練習呀。 

 

 

這節經文說的休息，有一種放手的意味。放手並不容易的，詩人能夠放手的原因，

是在風高浪急的環境中抓實他認定十分可靠的主。祂這個避難所不會瓦解或關門，

全天候運作，就是這詩說的「隨時的幫助」。這段經文上帝好像說：「你忙甚麼？

過來我這邊，我要工作顯出我的榮耀，你站在我這邊等著一同觀看吧。」問題是

你會第一時間走向祂嗎。 

江慕慈姑娘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列國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詩 46:10) 

「你以為天空漆黑一片， 只因尚未躺平，仰望天上的繁星。」 

（《攰了，躺躺吧》，伍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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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八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07 篇 1、8 節 (舊約 874 頁) 眾立 

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8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稱謝他。 

3. 讚美：神在聖殿中 (普天頌讚 12 首) 眾立 

1 上主在祂聖殿，全權全能聖父，我們崇拜，繞祂足前； 

 謙恭屈膝主前，事奉至聖上主，頌主憐憫樂施恩典； 

 來呈獻讚美聲，因祂拯救賜福，今天親臨聖殿。 

2 基督進祂聖殿，我們領受主言，喜樂無盡，信祂聖言； 

 脫離罪惡權柄，憂傷、暗晦盡除，救主來賜歡欣、光明； 

 來呈獻讚美聲，基督解脫罪綁，今天親臨聖殿。  

3 懇求進祢聖殿，仁慈良善聖靈，求以眾心作祢家園， 

 親居我們心內，不斷工作運行，感動我們遵祢旨意； 

 到那日獻頌聲，應許美妙難述，歡呼永住聖殿。阿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生命之神 (普天頌讚 36 首) 眾坐 

1 生命之神，經過漫漫長年，我信靠祢； 

 過去時光，經歷希望憂艱，主手扶持。 

 每過一天，晨曦之幕揭開，主恩主德，永不落空失敗。 

2 往昔之神，今生交祢掌管，作我倚靠； 

 憑信領進盼望應許之邦，作我引導。 

 祢若賜福，漆黑放射亮光；信心所望，憧憬變作真象。 

3 來日之神，縱然前路茫茫，我跟隨祢； 

 當我強壯，莫離我獨徬徨，更新信仰。 

 在生年月，求作我每日糧；此生終結，作我心真家鄉。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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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00 篇 (舊約 862 頁) 

1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2 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歡唱來到他面前！ 

3 當認識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 

 我們是他的民，是他草場的羊。 

4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 

 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 

5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 

 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歌羅西書 3 章 1-11 節 (新約 309 頁) 

1 所以，既然你們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上面的事； 

 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2 你們要思考上面的事，不要思考地上的事。 

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 

4 基督是你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與他一同在榮耀裏顯現。 

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 

 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 — 貪婪就是拜偶像。 

6 因這些事，神的憤怒必臨到那些悖逆的人。 

7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你們的行為也曾是這樣的。 

8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 

 就是惱恨、憤怒、惡毒、毀謗和口中污穢的言語。 

9 不要彼此說謊，因為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 

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造他的主的形像在知識上不斷地更新。 

11 在這事上並不分希臘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 

 未開化的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 

 惟獨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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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威嚴寶座 (普天頌讚 詩 100d 首) 眾坐 

1 高居寶座，神永掌權，萬國萬邦喜樂敬拜； 
 應當曉得惟祂是神，祂能創造，也能毀壞。 
2 至高權威大能君王、以土造人，賜與生命； 
 我們好比迷途羔羊，靠神拯救，出死入生。 
3 我眾屬祂天國子民，上主顧惜人身心靈； 
 讚美上主創造鴻恩，尊貴榮耀歸主聖名。 
4 謳歌感恩逸入殿門，頌聲嘹亮上達天庭； 
 全地俯首稱頌主恩，院宇充滿讚美歌聲。 
5 祂發命令遍及全地，永恆慈愛長闊深宏； 
 真理堅穩彷如磐石，千秋萬世屹立不動。 

8. 奉獻：It Is Well With My Soul 眾坐 

9.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1 章 1-18 節 (新約 139 頁) 眾坐 

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3 萬物都是藉著他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
4 在他裏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5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沒有勝過光。 

6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 

7 這人來是為了作見證，是為那光作見證，要使眾人藉著他而信。
8 他不是那光，而是要為那光作見證。 

9 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 

10 他在世界，世界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11 他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並不接納他。 

12 凡接納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13 這些人不是從血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 

 也不是從人的意願生的，而是從神生的。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一兒子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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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 

 「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先於我， 

  因為在我以前，他已經存在。』」 

16 從他的豐富裏，我們都領受了恩典，而且恩上加恩。 

17 律法是藉著摩西頒佈的；恩典和真理卻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18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只有在父懷裏獨一的兒子將他表明出來。 

10. 信息：黑暗中仍有光…… 眾坐 

11. 回應：天上陽光 (青年新歌 49 首) 眾立 

1 全段客旅充滿著陽光；遍幽谷深處，跨山過崗； 

 良牧說：「我必不遺忘你。」救主所應許永不摒棄。  ** 

2 浮幻片片，幽影縱萬千，卻不可掩蓋，恩主引牽； 

 除盡晦暗，因祂乃榮光，靠緊祂共行，走這一趟。  ** 

3 昂步向往，天家裡寧居，永欣喜歡暢，曦光暖煦； 

 無盡讚美，不休歇吟歌，愛的光普照，我今走過。  ** 

 

** 似瞥見天國，日照般燦爛；真光湧心內，輝映無限； 

 哈利路亞，今高唱樂歌，獻心中稱讚，救主歸我。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Voluntary in C major 9Voluntaries for the Organ, 眾坐 

   Set 1 No. 1 by Thomas Sanders Dup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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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講員: 雷翊揚牧師 雷翊揚牧師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讀經: 陳　諾弟兄 陳朝發弟兄 陳　諾弟兄 呂浩然弟兄 李芷珊姊妹 區惠娟姊妹 李芷珊姊妹 區惠娟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周寶頤姊妹 林耀尊弟兄 林義妹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繆迺頌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何少鳯姊妹 文玉玲姊妹 袁麗娟姊妹 袁麗嬋姊妹 温美娟姊妹 謝月芬姊妹 劉惠雯姊妹

當值: 王月珊姊妹 鍾志堯弟兄 陳惠霞姊妹 彭秀群姊妹 王炳生弟兄 溫燕玲姊妹 方艾洲弟兄 古海劍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梁睿熙弟兄 陳國榮弟兄 夏振傑弟兄 張淑敏姊妹 劉樂琳姊妹 許偉賢弟兄 鍾穎嵐姊妹

執事: 呂君達執事 莫雪貞執事 蔡頴鈞執事 陳貽添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陳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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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司琴: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徐梓瑤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讀經: 盧穎言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高　越小朋友 黃樂恩姊妹

司事: 蔡紫晴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高正之小朋友 陳沛翹小朋友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李寶玲姊妹 林曉潼姊妹 朱美儀姑娘

温柔: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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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九主日（綠）(8月7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八主日（綠）(7月31日) 

上週奉獻總數: $79,666 本月累積奉獻: $466,944  (包括發展及購堂: $25,700)

本週獻花: 盧惠旋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066 主知名 200 *1067 主知名 7000 *1068 主知名 200 *1069 主知名 2000 F852 主知名 9000
F862 主知名 200 W838 主知名 100 W883 主知名 800 X069 主知名 500 X073 主知名 1000
X512 主知名 2496 X765 主知名 3500 X807 主知名 300 Y095 主知名 2000 Y189 主知名 200
Y210 主知名 500 Y242 主知名 30000 Y254 主知名 500 Y444 主知名 500 Y445 主知名 1000

慈惠 : F862 主知名 200 X073 主知名 1000
感恩 : F852 主知名 500 F862 主知名 200 T856 主知名 200 V004 主知名 2000 W267 主知名 1000

W838 主知名 100 X069 主知名 500 X073 主知名 1000

發展 : *1066 主知名 200 F862 主知名 200 X069 主知名 500
差傳 : F862 主知名 200 X073 主知名 450
教育 : F862 主知名 200 V660 主知名 1000
鮮花 : F862 主知名 100 F964 主知名 8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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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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匯基堂堂主任雷翊揚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以西結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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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團將於 8 月 2 日(二)上午 10 時於本會禮堂舉辦健康講座，

主題為「滋養幸福快樂人生」，歡迎有興趣的肢體參加。 

6) 新一季的成人聖經課程，分別於 7 月 26 日和今天開課，請已

報名的弟兄姊妹留意。 

7) 福蔭團契於 8 月 13 日下午 2:00-4:00 聚會，由戚彥君醫生主

講：癌症內科，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8) 為培養藍田堂青少年之間的團隊合作，加強弟兄姊妹之間的關

係，青少年部將於 8 月 19 日(五)舉辦「青少年團隊合作及領

袖訓練射擊工作坊」，歡迎就讀中學至大專弟兄姊妹參加。時

間：下午 1:45 至晚上 7:00，地點：油塘四山街 22 號美塘工業

大廈 4 樓（射擊工作室 S.W.S）。參加費用為每位$100，名額

20 人，先報先得。現已開始接受報名，如有興趣請用以下連結

報 名 並 繳 交 費 用 ， 截 止 報 名 日 期 為 8 月 14 日 。

https://forms.gle/4KhF3HxTutyMhuat7  

9) 會友大會暨 2023 - 24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3 日舉行。本

堂已發信邀請合資格的會友成為執事候選人。獲選執事將被邀

請過渡成為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有限公司的首任董事。有關董

事責任指引, 可參閱「公司註冊處_董事責任指引」。獲選執事

若不願意成為有限公司的董事，其任期將於有限公司正式運作

時終止。詳情已列印於邀請信件內。回復截止日期：8 月 7 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4KhF3HxTutyMhua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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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半職幹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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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當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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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向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11)  藍田堂現招聘行政部實習生一名, 負責協助行政同工於 8 月

 份週六、日在堂會處理兒童崇拜/兒童主日學行政項目及協助

 8 月 15-17 日兒童暑期聖經班行政工作。歡迎應屆考生 / 年

 滿 16 歲或以上學生應徵。截止日期: 7 月 31 日下午 1 時。可

 向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12)  香港每天持續有多宗確診數字，繼續有信徒及信徒家屬表示

 確診，鼓勵會眾可先完成新冠病毒抗原測試，才到堂會聚會，

 身體不適者請留在家中休息。因應現時情況，星期日不宜在

 堂會進食，請弟兄姊妹體諒，及求主保守。 

13)  劉麗梅姑娘已向本堂請辭，於今日離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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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