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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保守你的心靈 
 

不知大家有沒有參與 10 月 7 日(五)晚在網上舉行講座-理財與人生規劃，當晚講者從不同角

度，結合他專業、個人經驗、與及從聖經領受，引導我們思想到相關題目。 
 
當晚大家先完成了一簡單投資遊戲，講者引導我們思想到投資要考慮到不同因數，其中一項

叫自己相當深刻是「外界語論」，例如報章標題，因為要「吸引眼球」，採用到誇大失實用字，

講者用「假命題」一詞作形容，以表示言論把情況作極端化描述，因為這最能得到相應成效，

也能加強群眾注意，甚至「賣紙」。如果群眾沒有留意文章內文、其他評論，沒有個人作獨立

分析，往往就即時被這些危言聳聽表述，引致失去理智頭腦，心理上甚至陷入極端不安情緒。

群眾被這類言論所利用，心思不自覺朝向發言者所引導方向，最終可能作出了錯誤決定，或

處於情緒主導下不安之中，或個人負面經驗中。 
 
講者另一令我有最深刻提醒要點，是要我們作好情緒管理，在這些生活決定上，不是要藉以

證明自己，也不要執著要賺回損失部份。而管理情緒另一要訣是不可貪心，聖經也有很多提

醒，教導我們不要貪取別人所擁有。曾經聽另一講者提及舊約「十誡」中，最後 5 誡也可以

因為貪心而產生。我們應該作是要管理好自己所擁有，或許講者提出(也是其他專家見解)策

略是積極及穩健方法，但是否可以實踐，仍然靠自己有穩定情緒去落實執行。 
 
當晚講者提及了很多舊約經文，特別是傳道書。以下節錄一些 

人若生一百個兒子，活許多歲數；他即使壽命很長，心裏卻不因福樂而滿足，又不得埋葬；

我說，那流掉胎比他倒好。(傳 6:3) 
 

7 人勞碌都為口腹，心裏卻不知足。8 智慧人比愚昧人有甚麼益處呢？困苦人在眾人面前知

道如何行，有甚麼益處呢？9 眼睛所看比心裏妄想倒好。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傳6:7-9) 
 
外在因數，人只能接受，甚至無奈地承受；不如好好享受勞碌所得來成果，與身邊家人、好

友，分享神今日仍賜下每一天，明天可能出現困境，我們再向神支取力量去面對，但謹記不

要偏執，傷害了自己！ 
 
而我卻想起舊約另一段經文 

「但你要謹慎，殷勤保守你心靈，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事，又免得在你一生年日這些事離

開你心，總要把它們傳給你子子孫孫。(申命記 4:9) 
 

人生有苦有樂、有哭有笑，但不要忘記神如何帶領我們走過每一天，把恩典存在心中，

也要向自己家人作見證。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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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期第十九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19 篇 97-98、104 節 (舊約 891 頁) 眾立 

97 我何等愛慕你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98 你命令常存在我心裏，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104 我藉著你訓詞得以明白，因此，我恨惡一切虛假行徑。 

3. 讚美：主治萬方 (生命聖詩 16 首) 眾立 

   表彰我主大能 (生命聖詩 15 首 v4) 

生 16： 1 日月所照萬國萬方，耶穌必為統治君王； 

    東西南北海洋極岸，主國普及永久無疆。 

  2 各處各方萬族萬民，共享主愛歌頌不停， 

   嬰孩也來同聲讚美，及早頌揚救主聖名。 

  3 在主治下多蒙福樂，罪人跳出捆綁束縛， 

   倦者能享永恆安息，豐盈富足賜與貧者。 

  4 受造羣生皆當奮興，特向君王尊崇致敬， 

   天使不停歌頌歡欣，地上萬民同應阿們。 (間奏) 

生 15： 4 我靈，我心，宣揚榮耀聖道， 

   應許穩固堅定，恩惠至豐； 

    我靈，我心，永遠宣揚我主， 

    述說祂大能大德永無窮。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美樂頌 21 首) 眾坐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榮耀，哈利路亞。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榮耀，哈利路亞。 

耶穌，平安王，榮耀，哈利路亞。 

耶穌，平安王，榮耀，哈利路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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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21 篇 (舊約 896 頁) 

1 我要向山舉目，我幫助從何而來？ 

2 我幫助從造天地耶和華而來。 

3 他不叫你腳搖動，保護你必不打盹！ 

4 保護以色列必不打盹，也不睡覺。 

5 保護你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6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也不害你。 

7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災害，他要保護你性命。 

8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路加福音 18 章 1-8 節 (新約 122 頁) 

1 耶穌對門徒講了一個比喻，為了要他們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2 他說： 

「 某城有一個官，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人。 

3  那城裏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裏，說： 

『我有一個冤家，求你給我伸冤。』 

4  他很久不受理，後來心裏說： 

『我雖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人， 

5 只因這寡婦煩擾我，我就給她伸冤吧， 

 免得她常來糾纏我。』」 

6 主說： 

「你們聽這不義官所說話。 

7 神選民晝夜呼籲他，他豈會延遲不給他們伸冤嗎？ 

8 我告訴你們，他很快就要給他們伸冤。 

 然而，人子來時候，能在世上找到這樣信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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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耶穌最佳美 (恩頌聖歌頌 86 首) 眾坐 

1 耶穌最佳美，宇宙萬物君王，神生為人，配得讚美！ 

 我心喜樂，我冠冕、榮耀，主，我要尊崇、愛慕你。 

2 草原景色美，叢林景象更美，回春大地，更新萬象； 

 耶穌更佳美，更清新，美麗，使痛苦心靈能歡唱。 

3 白晝陽光美，晚上月亮更美，繁星燦爛，滿空閃耀， 

 耶穌更佳美，更輝煌、皎潔，天使榮光不足比較。 

4 萬有佳美，天與地絢麗，全都歸集耶穌一身； 

 耶穌我救主，誰佳美像你，與我這般親切、相近？ 

8. 奉獻：天父必看顧你 (生命聖詩 52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使徒行傳 5 章 1-11 節 (新約 185 頁) 眾坐 

1 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同他妻子撒非喇，賣了田產， 

2 把錢私自留下一部分，他妻子也知道， 

 其餘部分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3 彼得說： 

 「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充滿了你心， 

 使你欺騙聖靈，把賣田地錢私自留下一部分呢？ 

4 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嗎？既賣了， 

 錢不是你作主嗎？你怎麼心裏會想這樣做呢？ 

 你不是欺騙人，是欺騙神！」 

5 亞拿尼亞一聽見這些話，就仆倒，斷了氣； 

 所有聽見人都非常懼怕。 

6 有些年輕人起來，把他裹好，抬出去埋葬了。 

7 約過了三小時，他妻子進來，還不知道所發生事。 

8 彼得對她說：「你告訴我，你們賣田地錢就是這些嗎？」 

 她說：「就是這些。」 

9 彼得對她說：「你們為甚麼同謀來試探主靈呢？ 

 你看，埋葬你丈夫之人腳已到門口，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 

10 她立刻仆倒在彼得腳前，斷了氣。 

 那些年輕人進來，見她已經死了，就把她抬出去， 

 埋在她丈夫旁邊。 

11 全教會和所有聽見這些事人都非常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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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你不是欺騙人，是欺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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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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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Chœur (by César Franck 1822-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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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張連有先生 張連有先生

主席: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讀經: 陳卓欣姊妹 賴文湘姊妹 陳卓欣姊妹 呂浩然弟兄 周鈺貽姊妹 陳迪麟弟兄 周鈺貽姊妹 黃翰濤弟兄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潘裕文姊妹 林美荃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招待: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古惠月姊妹 黃嘉康弟兄 梁銘章弟兄 林文蓮姊妹 張慧清姊妹 周潔頤姊妹

司事: 袁麗嬋姊妹 黃慧儀姊妹 呂進雄弟兄 劉惠雯姊妹 鄧愛賢姊妹 温美娟姊妹 李敏池弟兄 文玉玲姊妹

當值: 張漢榮弟兄 王炳生弟兄 余穎欣姊妹 楊彼得弟兄 葉德誠弟兄 甄志賢弟兄 黃香娣姊妹 曾建恆弟兄

影音: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陳志立弟兄 李芷珊姊妹 呂進雄弟兄 夏振傑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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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　- -　-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　- -　- 高　越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司事: -　- -　- 鍾溢恩小朋友 林祉瑤小朋友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李芷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燕怡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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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主日（綠）(10月23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九主日（綠）(10月16日)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上週奉獻總數: $138,011 本月累積奉獻: $316,940  (包括發展及購堂: $24,500)

本週獻花: 麥志成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145 主知名 9400 *1146 主知名 200 *1147 主知名 10000 *1148 主知名 2000 *1149 主知名 4000
*1150 主知名 1300 *1151 主知名 8200 *1152 主知名 800 *1153 主知名 3200 *1154 主知名 2000
*1155 主知名 4000 L286 主知名 3600 M784 主知名 1200 R942 主知名 100 U707 主知名 1200
V573 主知名 1100 V583 主知名 200 V585 主知名 200 V586 主知名 3500 V587 主知名 300
W743 主知名 10000 X882 主知名 2600 Y307 主知名 4000 Y316 主知名 500 Y331 主知名 1500
Y333 主知名 1000 Y347 主知名 1000 Y348 主知名 3500 Y355 主知名 500 Y416 主知名 3000
Y450 主知名 500 Y466 主知名 2000 Y602 主知名 9700 Y696 主知名 100 Y697 主知名 1000

Y737 主知名 100 Y766 主知名 2000 Y767 主知名 10000
慈惠 : *1150 主知名 500 V583 主知名 200
感恩 : *1155 主知名 2000 L286 主知名 500 T845 主知名 500 T909 主知名 1000 U763 主知名 200

V578 主知名 700 V583 主知名 200 X361 主知名 3000 Y260 主知名 2000 Y416 主知名 1000
Y482 主知名 120 Y698 主知名 1000 Y699 主知名 100

發展 : *1145 主知名 600 *1146 主知名 200 V583 主知名 200 V584 主知名 300 X217 主知名 4000
Y545 主知名 1000 Y766 主知名 1000

差傳 : X882 主知名 100
教育 : V583 主知名 200 X882 主知名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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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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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並在生活中
實踐。 

4) 兒童部仍為兒童主日學生安排新學年入學登記及收取全年習
作費，每位學生$120（仁愛至溫柔班）及$60 (信實班)；請各
家長到圖書閣向楊婉芳行政主住辦理登記及繳費手續，今日
下午 1 時截止。 

5) 2022 年新一季青成主日學今日開課，請已報名弟兄姊妹留意
上課地點，準時上課。 

 

 

 

 

課程名稱 導師 上課日期、時間及形式 上課地點 

成人- 進階聖經課

程【尼希米給今

天教會重建 

啟示】 

麥志成牧師 10 月 16 日(日)開課，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共 8 堂) 

形式：實體上課 

副堂 

成人-中級課程 

【睡眠神學】 

林碧蓮姊妹、

江慕慈姑娘 

10 月 16 日 (日) 開課，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共 4 堂)  

形式：實體上課 

 

103 室 

高中課程 
【門訓學堂：使

徒行傳教我們事

（續）】 

劉浩然兄弟、

林恩庭姊妹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形式：實體上課 

104 室 

初中課程 
【信仰實踐】 

陳志輝牧師、

麥浩澄實習傳

道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形式：實體上課 

101 室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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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執事會訂於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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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會友大會暨 2023 及 24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3 日早上
10:35 舉行，因應疫情及須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本堂已準備會
友大會委任代表文書連同議程郵遞給持有投票權會友，請按信
件指引方式回覆，截止日期為 10 月 21 日上午 10:35。當日青
成主日學暫停。 

8)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30/10、6/11、13/11、20/11、27/11、4/12、
11/12 進行，共七堂，上課時間為下午 1:00-2:00。凡有意於今
年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表，亦可登入以下網
址 https://bit.ly/2YiYLB1 填寫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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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會友王渠興姊妹於 10 月 12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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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2YiYLB1
https://bit.ly/3Ni8qh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