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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整理行囊的背包客 

 

若人生是一個旅程，我們就像一個背包客，一邊走一邊揹著不同的包袱 (擁有、關

係、過去、對錯、遺憾、生氣、恐懼、期望、失望、責任……)，每個包袱都有一定

的重量，都是我們所珍貴的。但不知不覺，我們走到某一個位置，某一個中途站，

開始發覺有點吃力，腳有點累，呼吸有點急，頭腦有點渾沌。到底是身累還是心累

呢？  

 

若你出現這種徵狀，不妨坐下來，讓自己靜一靜，這時你的心會告訴你正揹著的是

甚麼，有多久，有多重。哪些負重是人生必需，是上帝給與的祝福和成長鍛鍊，讓

你生命更健康強大？哪些是超載，讓心靈受損，令你變得更麻木，更迷失？哪些是

別人硬塞進你的背包裏，根本不屬於你的呢？若要你整理一下背上的包袱，你會否

怕煩，選擇壓低內心的聲音，不理睬它？直至有一天你心靈癱瘓，機械地行走，失

去方向…… 

 

背上的包袱，是我們依賴的安全感，就是慣了，有種塞得滿滿的「滿足感」，真的滿

足嗎？還是你的偏執和不太能夠保護你的保護罩？ 

 

包袱帶來的安全感遠不及上帝可以給我們的。若要走得輕省走得遠，我們經過的每

個站，都需要學習保留、放下和放進一些陪你走下一段路的人事物。更重要的，是

謹記天父在整個旅程中都願意與我們同行。你自己走遠了，失掉平衡滑了腳可不要

怪祂呀。那時，你細心再看一看，就會發現祂就在你的不遠處，等你肯讓祂陪你一

同整理包袱，然後扶起你重新再上路，前面仍是豐盛和喜樂的人生旅程。 

 

所以，既然我們有這許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就該卸下各樣重擔和緊緊纏

累的罪，以堅忍的心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我們信心的創始成終者耶穌，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如今已坐在神寶座的右

邊。(來十二 1-2) 

 

現在的你，需要卸下的是甚麼？要堅守忍耐，仰望和輕看的又是甚麼？ 

 

 

 

 

 

 

 

江慕慈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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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期第十二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希伯來書 13 章 15-16 節 (新約 359 頁) 眾立 

同讀：15 我們應當藉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 
    這是那宣認他名的人嘴唇所結的果子。 

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分享， 
因為這樣的祭物是神所喜悅的。 

3. 讚美：創造奇功 (生命聖詩 38 首) 眾立 

1 仰看天空，浩大無窮，萬千天體縱橫錯綜， 
 合成整個光明系統，共宣真神創造奇功。 
 一輪紅日，西落升東，是神太初創造大工， 
 發射光輝照耀天空，顯示真神能力無窮。 
2 當空明月清輝如雪，面向大地輕輕細說， 
 重新述說生平來歷，讚美真神創造奇蹟； 
 在她周圍，無數明星，有如萬盞光耀天燈， 
 一面遊行一面頌神，不停讚揚創造深恩。 (間奏) 
3 雖然他們肅穆沈靜，圍繞地球來復運行， 
 雖然他們不發聲音，僅依軌跡發出光明， 
 明智的耳，卻能傾聽他們所發榮耀歌聲， 
 在光明中讚美頌稱，“造我之主，全能神聖。”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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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歌頌主愛 (生命聖詩 67 首) 眾坐 

1 我要頌主大慈愛，口舌永說不盡；甘願擔當我重刑， 
 流血贖我罪身；將我污穢洗潔淨，日日與神親近； 
 身靈安居主愛裏，永遠滿足我心。 
 主的愛滿足我心，主的愛滿足我心， 
 何等長闊高深，令我稱頌歡欣，主的愛滿足我心。 
2 我要頌主大慈愛，與眾聖同歌吟； 
 欣感主愛激勵我，滿心火熱如焚； 
 甘願與我為密友；彼此靈交日親； 
 情意最厚恩無盡，越久主愛越深。 
 主的愛越久越深，主的愛越久越深， 
 猶如大海汪洋，我要時時歌唱，主的愛越久越深。 (間奏) 
3 我要頌主大慈愛，遠超我的心願； 
 從主莫測之豐富，充滿，無量充滿； 
 永遠沈潛主愛中，時刻有新體驗； 
 愛我終必愛到底，主愛永不改變。 
 主的愛永不改變，主的愛永不改變， 
 從永遠到永遠，我要歡聲稱頌，主的愛永不改變。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31 篇 (舊約 901 頁) 

1 耶和華啊，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傲； 
 重大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 
2 我使我心安穩平靜，好像母親懷中斷奶的孩子； 
 我的心在我裏面如同斷過奶的孩子。 
3 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從今時直到永遠！ 

 

希伯來書 13 章 1-17 節 (新約 359 頁) 

1 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 
2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旅客，因為曾經有人這樣做， 
 在無意中接待了天使。 
3 要記念受監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監禁； 
 要記念受虐待的人，好像你們也親身受虐待一樣。 
4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共眠的床也不可污穢， 
 因為淫亂和通姦的人，神必審判。 
5 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滿足，因為神曾說： 
 「我絕不撇下你，也絕不丟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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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以，我們可以勇敢地說： 
 「主是我的幫助，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7 從前引導你們、傳神的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記念他們， 
 效法他們的信心，回顧他們為人的結局。 
8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9 你們不要被種種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 
 因為人的心靠恩典得堅固才是好的，並不是靠飲食。 
 那在飲食上用心的，從來沒有得到益處。 
10 我們有一祭壇， 
 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會幕中供職的人無權可吃的。 
11 因為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至聖所作贖罪祭， 
 牲畜的體卻在營外燒掉。 
12 所以，耶穌也在城門外受苦，為要用自己的血使百姓成聖。 
13 這樣，我們也當走出營外，到他那裏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14 在這裏，我們本沒有永存的城，而是在尋求那將要來的城。 
15 我們應當藉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 
 這是那宣認他名的人嘴唇所結的果子。 
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分享，因為這樣的祭物是神所喜悅的。 
17 你們要服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並且要順服， 
 因為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像在神面前交賬的人， 
 讓他們在交賬的時候有喜樂，而不是嘆息， 
 嘆息就對你們無益了。 

7. 詩班獻詩：求主作我光 (普天頌讚 561 首) 眾坐 

1 期盼亮光，黑暗中等待，我們回轉，真理尋索； 
 求主納作祢聖潔子民：世人看見之光。    ** 
2 期盼平安，世局滿憂疑，絕望困境怎得希望？ 
 惟主話語展大能拯救，差我傳主之聲！    ** 
3 期盼糧食，多處有飢民，疲乏、乾涸，渴慕糧、水； 
 如餅擘開，主用以分享，藉我使人飽足。   ** 
4 期盼居所，多人無溫暖，獨自流浪，家在何處？ 
 願主用我作蔭蔽居所：活石建築之宮。    ** 
5 主賜我眾豐盛的恩賜，多人渴望心有所屬！ 
 願主使用彼此作僕人，使主國度來臨。    ** 
 
** 基督真光，照徹我心，驅散諸幽暗。 
 基督真光，今來照耀屬祢教會。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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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奉獻：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 (世紀頌讚 367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列王紀下 2 章 1-10 節 (舊約 510 頁) 眾坐 

1 耶和華要用旋風接以利亞升天的時候， 

 以利亞與以利沙從吉甲往前行。 

2 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耶和華差遣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留在這裏。」以利沙說：
 「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又指著你的性命起誓， 

 我必不離開你。」於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3 在伯特利的先知的門徒出來，到以利沙那裏，對他說： 

 「耶和華今日要接你的師父離開你，你知不知道？」 

 他說：「我知道，你們不要作聲。」 

4 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耶和華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留在這裏。」以利沙說：
 「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又指著你的性命起誓， 

 我必不離開你。」於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5 在耶利哥的先知的門徒來靠近以利沙，對他說： 

 「耶和華今日要接你的師父離開你，你知不知道？」 

 他說：「我知道，你們不要作聲。」 

6 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耶和華差遣我往約旦河去，你可以留在這裏。」 

 以利沙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又指著你的性命起誓， 

 我必不離開你。」於是二人一同往前行。 

7 有五十個先知的門徒同去，遠遠地站在他們對面； 

 他們二人在約旦河邊站住。 

8 以利亞捲起自己的外衣，用來打水，水就左右分開， 

 二人走乾地過去。 

9 過去之後，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我未被接去離開你以前，你要我為你做甚麼，只管求。」 

 以利沙說：「願感動你的靈雙倍感動我。」 

10 以利亞說：「你求的是一件難事。我被接去離開你的時候，
      你若看見我，就必得著；若不然，就得不著了。」 

10. 信息：承擔的心志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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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應：我的託付 (青年新歌 57 首) 眾立 

1 神，祢已將使命託交，命我委身不負祢所託， 

 期盼忠心宣告福音，讓世界得知主賜拯救。 

 祢本可差遣萬軍，差天軍天使傳大喜訊， 

 全是祢愛，屈尊、賜恩，使眾可分享光采共榮。 ** 

2 神，祢已經吩咐清晰，願我眾心不負祢所託。 

 如我不遵所託行事，內心必終究感到苦困； 

 願眾敬畏降服主，就似保守得救的心靈。 

 求讓眾心感應宏恩，親去願證所經歷恩惠。   ** (間奏) 

3 神要眾今相顧手足，尚欠眾生得贖的恩債； 

 神賜美福，恩眷無盡，定要眾分享所領恩惠； 

 定要叫世人、罪魁，可聽真福音至少一次。 

 憑藉祢愛，買贖奴身，使眾獲幫助、盼望得慰。 ** 
 
** 願盡力忠於主所託，向世界宣講福音，緊緊催逼我心， 

 驅使我腳前往，願我向主全力效忠，一生願榮耀主名。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Voluntary in F major by John Ma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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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

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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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蘇潔華牧師 蘇潔華牧師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主席: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林恩庭姊妹 陳迪麟弟兄 林恩庭姊妹 繆迺頌姊妹 方早晞姊妹 區惠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招待: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文玉玲姊妹 李淑蓮姊妹 李燕怡姊妹 林文蓮姊妹 古惠月姊妹 黃嘉康弟兄

司事: 柯思敏姊妹 張滿嬌姊妹 李敏池弟兄 謝月芬姊妹 陳景安弟兄 黃慧儀姊妹 麥寶儀姊妹 文玉玲姊妹

當值: 甄志賢弟兄 曾偉珩弟兄 楊彼得弟兄 呂君達執事 馬君蕙姊妹 葉德誠弟兄 呂君達執事 陳惠霞姊妹

影音: 許偉賢弟兄 李芷珊姊妹 陳國榮弟兄 夏麗婷姊妹 陳志立弟兄 梁睿熙弟兄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執事: 呂君達執事 蔡頴鈞執事 陳貽添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葉玉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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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林曉潼姊妹 林曉潼姊妹 劉卓曈姊妹 劉卓曈姊妹

讀經: 鄔瑜正小朋友 黃樂恩姊妹 梁穎心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司事: 鄔方正小朋友 陳沛翹小朋友 陳頌妍小朋友 林允祈小朋友

信實: 麥浩澄弟兄 林曉潼姊妹 朱美儀傳道 吳綺薇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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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期第十三主日（綠）(9月4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十二主日（綠）(8月28日)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上週奉獻總數: $51,424 本月累積奉獻: $473,851  (包括發展及購堂: $11,935)

本週獻花: 李振豪弟兄, 莊儀秋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100 主知名 7000 *1101 主知名 200 *1102 主知名 200 *1103 主知名 4000 *1104 主知名 2000
*1105 主知名 9600 M755 主知名 500 Q358 主知名 4000 V730 主知名 100 Y020 主知名 2600
Y253 主知名 500 Y321 主知名 500 Y423 主知名 500 Y432 主知名 1000 Y433 主知名 2000
Y434 主知名 2000 Y440 主知名 500

慈惠 : Y020 主知名 100
感恩 : V007 主知名 2000 V730 主知名 100 X610 主知名 100 Y374 主知名 500
發展 : *1102 主知名 200 *1105 主知名 400 W666 主知名 4000

教育 : Y020 主知名 1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Jul-22 全年累積 2022年7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4,083,071       565,029         515,654          5,500        2,150          5,300        36,425          
現金支出 4,115,315       489,255         395,735          4,000        -                 20,000      69,520          

現金流入/(流出) (32,244)          75,774           119,919          1,500        2,150          (14,700)     (33,095)         

固定資產 12,616,098     12,616,098    151,762          -                -                 -                12,464,335   
銀行及現金結餘 5,184,953       5,184,953      3,904,238       793,267    1,161,691   66,384      (740,627)       

其他資產 50,160            50,160           20,260            -                -                 -                29,900          
按揭貸款 -                     -                    -                     -                -                 -                -                    

其他負債 (715,241)        (715,241)       (703,816)        (500)          -                 -                (10,925)         
淨資產 17,135,969     17,135,969    3,372,445       792,767    1,161,691   66,384      11,742,683   

***********************************************************  財務摘要  ****************************************************

按

基

金

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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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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宣道會尊主堂蘇潔華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約伯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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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將於 9 月 17 日（六）上午 10:00-

12:00 在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地址：九龍城馬頭涌道 135

號)舉行免費大型講座，由梅余秀嶽牧師、冼振鋒醫生主講，
題目：《病中扎記‧癌症休想打垮我！》，歡迎弟兄姊妹帶同親
友參加，9 月份之福蔭團契更改為參與是次講座。 

6) 本堂於 10 月 7 日(五)晚上 7:30-9:30 舉辦【理財與人生規劃】
講座，有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於網上報名，截止日期為 10

月 2 日。講座詳情如下： 
講座主題 理財與人生規劃 

講員 鄧世安先生 (前銀行首席經濟師，現任區聯會財務小組成員，建道神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

心特約顧問) 

對象 中年及計劃退休人士 

內容 如何評估自己財務狀況？怎樣為退休作準備？ 

理財及各類投資的信仰原則應用 

地點 宣道會藍田堂禮堂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oJ2XzdkN7GPttE2ZA  

7)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8) 麥志成牧師今日外出證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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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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