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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神治療我嬰孩時的遺憾 

 

活在世上六十多載，曾想過自己的出生是多麼的不幸！但神卻使我明白，我是幸福的可人兒！ 

我原本姓蘇，出生於一個貧窮的家庭，排行第五。 

自我出生後，家庭支柱的爸爸生病了，不能工作，失去養家的能力。 

想不到我是他們的親生女兒，是么兒，竟在這時候賣了我。 

我被賣到姓何的家庭，小時候，與祖母及叔父母和他們八個女兒同住。 

何家的叔父常以我被賣為笑談，常向街坊鄰里說：「這是我哥哥買來的女兒。」使我在人面前感到

尷尬。養父母因為忙於工作，不能時刻的保護我。 

兒時總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幸的人，但因著神，我有新的眼光看自己的人生。 

十多年前，曾參與拉法基金“情緒四重奏”心靈醫治課程，營會中因著一個回憶個案劇，使我嬰兒

的受創的人生得被醫治。 

一個約十分鐘的個案劇，我提供當時被賣的場景，選出劇中重點人物：嬰孩的我，生父母，養母及

主耶穌。我只是站在一旁觀察，作最後的反省回應。 

劇的內容： 

生父：細妹（乳名），我真的很冇用！身體常常生病，不能供養家庭老少。我賣妳是不得已的，心

裡實在感到十分難過；希望妳去到一個可以吃得飽，穿得暖的家庭去，得到很好的照顧。 

生母：我雖然唔出聲，不表示我冷漠，我實在是不得已的，我很想妳能飲我的奶長大，但實際的處

境不由人。 

嬰兒：我感到難過、無奈、不安、失落和被遺棄的感覺。 

當我被交給養母時，雖然感受到養母是歡歡喜喜的。但離開母親的身體時，我感到很大的失落，傷

心難過；我失去了母親溫暖的眼神，熟悉的聲音、體溫、味道和哺乳時親密的感覺。 

主耶穌擁抱我，說：我生命的計劃只會祝福，不會咒詛！由我成型在母腹中到長大成人，我一直都

很愛妳，對妳都是不離不棄的，與妳渡過多少人生的起起跌跌，這是妳知道的。 

由個案劇的開始，我就哭得死去活來。旁觀的同學更發現我的哭聲，像嬰孩淒厲地哭叫一樣。我頓

然明白生父母不是狠心賣我的，他們的行動是一個愛的表現，他們賣我是要我能好好地活著。 

爸爸媽媽，我今天活得很好呀！吃得飽，穿得暖。在姓何家庭中能被寵愛，又已經成家立室，被一

個好男人守護著，在神和人的愛中，好好成長！ 

詩篇 139:17「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 

天父啊！我相信祢對我的意念是何等寶貴，設計我的人生，叫我在人生的大大小小經歷看見祢恩典

和祝福。願我的眼目常專注祢，使我在祢的陪伴中幸福地過！ 

何執娣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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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65 篇 5、8、11 節 (舊約 822 頁) 眾立 

5 拯救我們的神啊，你必以威嚴秉公義應允我們； 
 地極和海角遠方的人都倚靠你。 
8 住在地極的人因你的神蹟懼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歡呼。 
11 你以恩惠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油脂。 

3. 讚美：崇拜萬有的父 (普天頌讚 10 首) 眾立 

1 永在的天父，萬代的主宰，祢創造群生，呼召了眾人； 
 求垂顧子女聚集祢跟前，恭敬同崇拜萬有的主。 
2 救世的恩主藉童女所生，天降的神子教我們真理； 
 祢就是道路，領眾歸天父，此刻到永久，我生命主。 
3 至神聖主靈，憐憫的聖靈，把我們連於天父與基督； 
 賜信心堅定，滿平安、喜樂，建於主磐石，永遠穩固。 
 (間奏) 
4 永在的天父，救贖主耶穌，聖潔的神靈三一又完全， 
 永恆的契合，無盡的大愛，我們同呈獻永遠讚美。阿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高舉主大能 (普天頌讚 114 首) 眾坐 

1 聖徒，前進！喜悅相交齊歡騰，加入樂歌述說上主大能， 
 傳揚主愛，歡呼驚歎常感謝：主棄榮尊，自天降臨世界。 
2 萬軍之主，看，祢居所何美善，聖徒聚集奉主聖名圍環， 
 力量日增，歷代今昔復見證：豐盛宏恩，事蹟奧妙振奮。 
3 全能上主─保障、旭日永得勝，堅定信靠必享福樂恩深。 
 良僕盡忠，必居主殿滿光榮，無限祝福、賞賜無處可容。 
 (間奏)  
4 讚美上主，聖父、聖子與聖靈，天地和應， 
 頌揚三一神明。宣主榮尊，加入天班同歌詠， 
 聖徒前進，永居主愛豐隆。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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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5 篇 (舊約 759 頁) 

1 耶和華啊，求你側耳聽我的言語，顧念我的心思！ 
2 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留心聽我呼求的聲音！ 
 因為我向你祈禱。 
3 耶和華啊，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 
 早晨我要向你陳明我的心思，並要警醒。 
4 因為你不是喜愛邪惡的神，惡人不能與你同住。 
5 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惡的，都是你所恨惡的。 
6 說謊言的，你必滅絕； 
 好流人血、玩弄詭詐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 
7 至於我，我必憑你豐盛的慈愛進入你的居所， 
 我要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聖殿下拜。 
8 耶和華啊，求你因我仇敵的緣故，憑你的公義引領我， 
 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 
9 因為他們口中沒有誠實，心裏充滿邪惡， 
 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他們用舌頭諂媚人。 
10 神啊，求你定他們的罪！願他們因自己的計謀跌倒； 
 求你因他們過犯眾多趕逐他們，因為他們背叛了你。 
11 凡投靠你的，願他們喜樂，時常歡呼， 
 因為你庇護他們；又願那愛你名的人都靠你歡欣。 
12 耶和華啊，因為你必賜福給義人， 
 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護衛他。 

 

路加福音 18 章 9-17 節 (新約 122 頁) 

9 耶穌向那些自以為義而藐視別人的人講了這比喻： 
10 「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 
11 法利賽人獨自站著，自言自語地禱告說： 
 『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 
 也不像這個稅吏。 
12 我每週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獻上十分之一。』 
13 那稅吏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 
 『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14 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 
 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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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人甚至連嬰孩也帶來見耶穌，要他摸他們， 
 門徒看見就責備那些人。 
16 耶穌卻叫他們來，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阻止他們， 
 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17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接受神國的， 
 若不像小孩子，絕不能進去。」 

7. 詩班獻詩：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糧) 眾坐 

Panis angelicus Fit panis hominum 
天使之糧，成為人之食糧； 
Dat panis coelicus Figuris terminum 
天上之糧，受限道成肉身； 
O res mirabilis Manducat Dominum 
何等奇妙：主身體餵養窮人， 
Pauper pauper servus et humilis 
赤貧，奴僕與卑微的人。 

8. 奉獻：十架犠牲的愛 眾坐 

9.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8 章 4-15 節 (新約 101 頁) 眾坐 

4 當一大群人聚集，又有人從各城裏出來見耶穌的時候， 
 耶穌用比喻說： 
5 「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他撒的時候，有的落在路旁， 
 被人踐踏，天上的飛鳥又來把它吃掉了。 
6 有的落在磐石上，一出來就枯乾了，因為得不著滋潤。 
7 有的落在荊棘裏，荊棘跟它一同生長，把它擠住了。 
8 又有的落在好土裏，生長起來，結實百倍。」 
 耶穌說完這些話，大聲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9 門徒問耶穌這比喻是甚麼意思。 
10 他說： 
 「神國的奧祕只讓你們知道，至於別人，就用比喻， 
 要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不明白。」 
11 「這比喻是這樣的：種子就是神的道。 
12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隨後魔鬼來， 
 從他們心裏把道奪去，以免他們信了得救。 
13 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聽道，歡喜領受，但沒有根， 
 不過暫時相信，等到碰上試煉就退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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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那落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走開以後， 
 被今生的憂慮、錢財、宴樂擠住了，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 
15 那落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了道， 
 並用純真善良的心持守它，耐心等候結果實。」 

10. 信息：夾縫中成長的種子 眾坐 

11. 回應：堅心相信 (青年新歌 16 首) 眾立 

1 前路像漆黑一片，覆蓋濃濃迷霧； 
 日光消失黑暗現，滿天烏黑陰暗。 
 記得我天父看顧，多寶貴這應許─ 
 神眷愛祂的子女，願細聽禱告。  ** 

2 前路像崎嶇曲折，心中慨嘆孤單； 
 忘記了親愛天父，屬祂，祂必看顧。 
 承受著許多傷痛，因小信滿困憂， 
 神眷愛祂的子女，願細聽禱告。  **  (間奏) 

3 我心中滿是淚痕，深感重壓難受， 
 途中艱辛遭挫敗，記得祂必幫你。 
 賜豐足恩典給你，跨過每次愁慮， 
 神永眷愛祂子女，願細聽禱告。  ** 

 
** 堅心的相信，神垂聽禱聲； 

 堅心的相信，不要心灰。 
 雖心中千般苦困，又背上擔極重； 

  常銘記祂必愛護，願細聽禱告。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How brightly shines the morning star 眾坐 

   By Johann Christoph Bach(1642-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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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神學院、宣道會香港區

聯會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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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張連有先生 張連有先生 吳慧儀博士 吳慧儀博士

主席: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讀經: 周鈺貽姊妹 陳迪麟弟兄 周鈺貽姊妹 黃翰濤弟兄 方早晞姊妹 連卓鴻弟兄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梁銘章弟兄 林文蓮姊妹 張慧清姊妹 周潔頤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陳惠霞姊妹 林耀尊弟兄

司事: 鄧愛賢姊妹 温美娟姊妹 李敏池弟兄 文玉玲姊妹 陳景安弟兄 柯思敏姊妹 盧惠旋姊妹 馬郁釗

當值: 葉德誠弟兄 甄志賢弟兄 黃香娣姊妹 曾建恆弟兄 溫燕玲姊妹 黃翠屏姊妹 余文耀執事 彭秀群姊妹

影音: 陳志立弟兄 李芷珊姊妹 呂進雄弟兄 夏振傑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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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麗姊妹 林月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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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徐梓瑤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讀經: 高　越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韋樂恩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司事: 鍾溢恩小朋友 林祉瑤小朋友 蔡紫晴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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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 李燕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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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一主日（綠）(10月30日)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主日（綠）(10月23日) 

主日職事人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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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總數: $106,841 本月累積奉獻: $423,781  (包括發展及購堂: $24,800)

本週獻花: 顧建德夫婦、余文耀夫婦、黃倩莛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156 主知名 200 *1157 主知名 500 *1158 主知名 5000 *1159 主知名 200 *1160 主知名 2500
*1161 主知名 3000 *1162 主知名 500 *1163 主知名 2000 R661 主知名 2000 R895 主知名 30000
R941 主知名 100 U205 主知名 200 U206 主知名 12020 V461 主知名 650 V590 主知名 5000
V592 主知名 1000 V691 主知名 500 W465 主知名 12000 W810 主知名 2000 Y317 主知名 500
Y350 主知名 200 Y558 主知名 500 Y560 主知名 500 Y764 主知名 300 Y765 主知名 500

慈惠 : P208 主知名 1000 U205 主知名 200 Y523 主知名 230
感恩 : P208 主知名 1000 T844 主知名 500 U205 主知名 200 U278 主知名 200 V139 主知名 500

V691 主知名 500 Y523 主知名 200 Y568 主知名 1000 Y580 主知名 500 Y629 主知名 1500
發展 : *1156 主知名 200 U205 主知名 100
教育 : U205 主知名 100
鮮花 : V590 主知名 500 Y774 主知名 5700
其他 : U204 主知名 3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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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8biCseKqVrRYU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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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參與遠東廣播服侍同工張連有先生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羅馬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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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大會暨 2023 及 24 年度執事選舉於今日早堂崇拜後隨即

舉行，青成主日學暫停。 

6) 已報名參加 10 月 29 日(六)上午宣道會「社會服務全港賣旗

日」的賣旗義工，請找陳志輝牧師取旗袋及了解當日賣旗安

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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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年度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舉行，有意申請

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9) 「Manna 事工分享會」於 11 月 12 日(六)晚上 8:00-10:00 在禮

堂舉行，當晚邀請了餐廳負責人 Leo 分享他經營的領受及見

證主的大能，歡迎星期六晚的團契及弟兄姊妹參與。 

10)2023 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於接待處，歡迎肢體認獻，奉獻金

額為$300 或以上。 

11)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https://bit.ly/2YiYLB1
https://bit.ly/3Ni8q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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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會友王渠興姊妹安息禮定於 11 月 11 日(五)晚上 7:30 在九龍

殯儀館 3 樓聖光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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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