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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BIG BIG HERO 小精兵」之挑戰與神的保護 
 

  猶記得在年初教會生活仍受著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挑戰下大受限制和關閉之時，

兒童事工實體活動一次又一次被剎停，許多大型活動也無法按著年度計劃預期舉

行 ; 正當在網上跟學生授課之際，在四月中旬卻傳來政府可給予教會重新開放實體

聚會好消息，於是兒童暑期聖經班各籌委成員一致通過在暑假期間仍為著教會兒童

身心和社交發展好處而舉行兒童暑期聖經班。雖然在籌備兒童暑期聖經班期間，不

斷受著每日上升確診數字威脅、兒童主日學師生群組因患病而需要隔離、兩位核心

聖經班籌委成員也因著確診及負責聖經班老師因患病而隔離一星期及學校延遲了

一星期才放暑假的挑戰下，仍無減二十多位聖經班籌委成員事奉熱誠，在重重困難

和障礙下抱持摸著石頭過河之信心繼續籌備本年兒童暑期聖經班，的確是經歷神大

能保守和看顧，以致聖經班能順利地舉行。 

 

    未想到抱著如此患得患失的心情來籌備暑期聖經班，神卻使用了本年聖經班其

中一個聖經故事人物主題 : 基甸獲取信心來回應及安慰我們; 就正如基甸躲藏在

山穴中打麥子，皆因他害怕米甸人來搶奪及殺掉他，從而令他膽怯地過著洞穴的日

子。直到神揀選了基甸作勇士帶領以色列人戰勝米甸人，並且神親自用了兩個印證

來重建基甸的信心; 一個是濕羊毛和乾地。另一個是乾羊毛和濕地來顯明與他一起

爭戰的神是守約信實。結果膽小害怕的基甸被神使用帶領三百人來戰勝十三萬五千

名米甸士兵。我想一直躲在山洞中過著平凡日子的基甸也驚訝自己在神的大能保護

下竟為神成就大事。 

 

    因此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的確會遇上大大小小的困難和令信心感到疑惑的事

情，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那位 BIG BIG HERO 主耶穌在人看為難以解決的問題上，卻

用了祂的大能大力來作為我們的後盾，帶領我們穿越一關又一關的困難和挑戰，保

護我們被受強敵的侵害及攻擊，保守我們來自內在及外在而來的困擾! 皆因愛我們

及拯救我們的 BIG BIG HERO 主耶穌已經賜給我們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來堅固我

們的信心，就正如經文箴言三十章五節「神的言語，句句都是煉淨，投靠他的，他

便作他們的盾牌。」 

 
但願正在面對困難重重的弟兄姊妹也能經歷愛你的主耶穌大能的保護下，帶領

你跨越生命中一個又一個難題呀! 

 
朱美儀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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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期第十一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03 篇 1-2 節 (舊約 865 頁) 眾立 

1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凡在我裏面的，都要稱頌他的聖名！ 

2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一切的恩惠！ 

3. 讚美：聖哉三一 (普天頌讚 1 首) 眾立 

1 聖哉，聖哉，聖哉！全權大主宰！ 

 清晨我眾歌聲穿雲上達天庭；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 

 聖父、子、聖靈，榮歸三一神。 

2 聖哉，聖哉，聖哉！眾聖都崇敬， 

 放下黃金冠冕，環繞晶海之濱； 

 萬萬千千天軍恭伏叩拜主前， 

 昔在而今在，永在億萬年。 

3 聖哉，聖哉，聖哉！黑暗雖深濃， 

 蒙蔽罪人眼睛難見上主光榮， 

 惟獨主為至聖，惟獨主為至尊， 

 全權又全愛，全善、全能神。     (間奏) 

4 聖哉，聖哉，聖哉！全權大主宰！ 

 海天雲山響應我眾讚美歌聲；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 

 聖父、子、聖靈，榮歸三一神。阿們。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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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上主之靈 (普天頌讚 85 首) 眾坐 

1 懇求主聖靈降臨在我心；潛移而默化，消除凡俗情； 

 垂憐我卑弱，賜主力振興；使我愛上主盡所有愛心。 

2 我不求異夢、先知火熱情，不求此身軀頓然超凡塵， 

 亦不望天開，天使忽降臨；但從我靈魂，求主除幽蔭。 

3 教我常感覺恩主在身旁；訓練我心靈痛苦能擔當； 

 使不發怨言，無疑慮反抗；禱求雖未應，耐心存盼望。  

4 教我能愛神像天使一般，聖潔的熱情充滿全軀幹； 

 聖靈的火舌如鴿從天降，主愛如烈燄燃點我心壇。阿們。 

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66 章 18-23 節 (舊約 1111 頁) 

18 「我知道他們的行為和他們的意念。 

 聚集萬國萬族的時候到了，他們要來瞻仰我的榮耀； 

19 我要在他們中間顯神蹟，差遣他們當中的倖存者到列國去， 

 就是到他施、普勒、以善射聞名的路德、土巴、雅完， 

 和未曾聽見我名聲，未曾看見我榮耀的遙遠海島那裏去； 

 他們必在列國中傳揚我的榮耀。 

20 他們要將你們的弟兄從列國中帶回，或騎馬，或坐車， 

 或乘蓬車，或騎騾子，或騎獨峰駝，到我的聖山耶路撒冷， 

 作為供物獻給耶和華。這是耶和華說的。 

 正如以色列人用潔淨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華的殿中， 

21 我也必從他們中間立人作祭司，作利未人。這是耶和華說的。 

22 「我所造的新天新地在我面前長存， 

 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號也必照樣長存。這是耶和華說的。 

23 每逢初一、安息日，凡有血肉之軀的必前來，在我面前下拜； 

 這是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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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13 章 22-30 節 (新約 115 頁) 

22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經過的各城各鄉教導人。 
23 有一個人問他：「主啊，得救的人很少吧？」耶穌對眾人說： 
24 「你們要努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 

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不能。 
25 等到一家之主起來關了門，你們才站在外面敲門， 

說：『主啊，給我們開門！』他要回答你們說： 
『我不認識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哪裏來的。』 

26 那時，你們要說： 
『我們在你面前吃過喝過，你也在我們的街上教導過人。』 

27 他要對你們說： 
『我告訴你們，我不知道你們是哪裏來的。 
你們這一切不義的人，給我走開！』 

28 你們要看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眾先知都在神的國裏，
你們卻被趕到外面，在那裏要哀哭切齒了。 

29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 

30 看吧，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 

7. 詩班獻詩：世界真光 (普天頌讚 630 首) 眾坐 

1 基督世界真光，救贖人類大君王， 

晨星明亮輝煌，萬國萬民所渴望； 

  眾獲新生、盼望，召喚回轉主道， 

 罪綁蒙主釋放，黑夜轉為白晝。 

2 主內種族諧和，一切仇恨盡消解， 

全地晝夜慶賀，歡頌和平遍世界。 

  基督被尊為主，人類毋須驚擾， 

 刀劍今化犁頭，槍戟鑄成鐮刀。 

3 上主偉大聖名契合屬主眾信徒， 

羞恥驕矜毋庸─攔阻眾心崇尊主。 

  萬物勞苦等待，盼離腐朽衰亡， 

 求來醫癒敗壞，和平統治萬邦！阿們。 

8. 奉獻：上主被尊崇 (世紀頌讚 312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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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經文：以弗所書 5 章 15-21 節 (新約 297 頁) 眾坐 

15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無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 

16 要把握時機，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17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要被聖靈充滿。 

19 要用詩篇、讚美詩、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 

21 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10. 信息：聖靈充滿的人生 眾坐 

11. 回應：憑祢意行 (青年新歌 58 首) 眾立 

1 願憑藉恩主美善意旨，我是軟土，主， 

請祢用我願陶造、建立，按著祢心， 

我專一等候，謹聽吩咐。 

2 願憑藉恩主美善意旨，察驗我真心，請試煉我！ 

使我比雪白，潔淨我心，我謙卑俯首於祢面前。 

3 願憑藉恩主美善意旨，困乏與傷痛，禱告盡訴！ 

大能屬恩主，靠賴我主！救主、施恩主，撫我、醫我。 

4 願憑藉恩主美善意旨，生命祢掌管，一切屬祢！ 

聖靈每一刻，引導我心，顯出主基督居我心裡。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求主差遣 (普天頌讚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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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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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何執娣傳道 何執娣傳道 蘇潔華牧師 蘇潔華牧師

主席: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讀經: 周鈺貽姊妹 李燕怡姊妹 周鈺貽姊妹 梁麗珠姊妹 林恩庭姊妹 陳迪麟弟兄 林恩庭姊妹 繆迺頌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招待: 鄭倩雲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盛霞姊妹 李敏池弟兄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陳惠霞姊妹 黃香娣姊妹

司事: 鄧愛賢姊妹 呂玉潔姊妹 呂進雄弟兄 陳翠珍姊妹 柯思敏姊妹 張滿嬌姊妹 李敏池弟兄 伍美娟姊妹

當值: 高燕萍姊妹 張漢榮弟兄 林志剛弟兄 余穎欣姊妹 甄志賢弟兄 曾偉珩弟兄 楊彼得弟兄 呂君達執事

影音: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執事 鄭慧芝執事 陳志立弟兄 李芷珊姊妹 陳國榮弟兄 夏麗婷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林二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林義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　- -　- 林曉潼姊妹 林曉潼姊妹

讀經: -　- -　- 鄔瑜正小朋友 黃樂恩姊妹

司事: -　- -　- 鄔方正小朋友 陳沛翹小朋友

信實: 麥浩澄弟兄 林曉潼姊妹 朱美儀傳道 麥浩澄弟兄 林曉潼姊妹 朱美儀傳道

温柔: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二主日（綠）(8月28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一主日（綠）(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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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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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何執娣傳道蒞臨本堂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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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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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朱美儀傳道已向本堂請辭，並於 10 月 14 日正式離任。她將

由 9 月 25 日起作離職前休假。感謝朱傳道一直以來對弟兄姊

妹的牧養，求主引領她往後的事奉。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bit.ly/3Ni8qh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