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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一條有待消失的 T 線 

無論你或你的家人曾否確診過 COVID，對 T 線一定不會陌生。當然確診過的，對

這條線更加印象深刻。當它第一次出現在你的生活中，還記得你有甚麼反應？是

否不能相信，立刻以其他牌子再作測試，期望不再看見它？但當它再度出現時，

你知道緊急應變機制要啟動，接下來是處理家居、工作、檢疫等各項安排。 

這條 T 線，擾亂了你日常，破壞你的時間表，拖慢你工作進度，加重你要處理的

瑣事。有時我們不是怕自己病，而是怕之後要處理的各種事務，亦怕影響別人，

當然最怕是體弱的家人感染。到底第五波爆發時，我們還記得有些家庭流了很多

眼淚。對我們最大挑戰是，這條 T 線突如其來，沒有預警。最嚴峻的時期，它未

必出現。最平靜的日子，它也有機會來探你。本以為防疫做得好，或有點妄想自

己體內有種傳說中「不易中招」的基因，但是原來沒有這回事，人人有機會中奬。 

其實上帝在我們每一個的人生裏，可能都會安置一條條屬靈的 T 線，煞停你的工

作，或令你陣腳大亂，甚至讓你心力交瘁。一件人看為不好的事，或是遇上一個

不太好的人，都可以誘發這條 T 線。它不是我們的敵人呀，只是忠誠地告訴你生

命隱藏著一點點的毒素，提醒你需要好好正視。你選擇不理，影響別人和自己，

損害你與上帝的關係。它的出現，迫你煞制，好好整理與自己，與上帝和別人的

關係。哪有空間呀？T 線的出現令我們要處理額外的事務！那只是開首的時候，

之後唯一可以做的，是等候 T 線的消失。 

最大挑戰的，不是忙，而是等，一天又一天。你總不能一天檢測三、四次就以為

可以催 T 線離開，上帝沒叫它走，你挖破鼻孔它也在這裏。創造主給我們的身體

有種對抗病毒的能力，但總要時間。這也是上帝的規律。屬靈的抗體，是透過與

上帝恒常的溝通，一點一滴建立關係而在我們生命之中自然產生的，急不來，是

日常的基本功。你確診時，其實只需要重新培養一個健康的作息時間，需要睡覺

就睡覺，吃的是健康食物，喝的是清水。其實平常不是應該這樣嗎？信仰的生命

更是。若有病的是你身邊的人，亦只能從旁鼓勵他，為他打氣，陪他等候。我最

想說的仍是信仰。 

等 T 線的消失，我看為是安靜在上帝面前的神聖時刻，是生命的操練，重生的契

機，生命的昇華。沒有生產呀？不要緊，上帝是創造主，最重要的生產祂包辦了，

我們生產的一切，若不是主的心意和祝福，也只是一堆雜物。有時是我們把自己

的生產看得太重呢。但當你的停下等待有主的美意，在祂的面前，就是最美的生

產。當一天 T 線消失，盼望大家的生命更近上帝，更豐盛健康！ 

C 線有時， T 線有時，重新剩下 C 線也有時！ 

江慕慈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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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一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19 篇 137-138、144 節 (舊約 893 頁) 眾立 

137 耶和華啊，你是公義的；你的典章正直！ 
138 你所頒佈的法度是公義的，極其可靠。 
144 你的法度永遠公義；求你賜我悟性，使我存活。 

3. 讚美：榮耀三一神 (生命聖詩 4 首) 眾立 

1  榮耀歸與至尊聖父，榮耀歸至尊聖子， 
  榮耀歸與至尊聖靈，耶和華三位一體！ 
  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與真神永不息。  
2  榮耀歸與愛我恩主，洗除我一切罪污， 
  榮耀歸與贖我恩主，使我與祂同作王， 
  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永歸與被殺羔羊。  
3  榮耀歸與天軍之王，榮耀歸教會之王， 
  榮耀歸與萬國之王，天上地下齊頌揚； 
  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與榮耀大君王。  (間奏)  
4 “榮耀，頌讚，永遠讚美，＂天使天軍齊歌唱； 
 “尊貴，豐富，權柄，統治，＂宇宙萬物同頌揚﹔ 
  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萬王之王。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全能大主宰 (生命聖詩 28 首) 眾坐 

1 世間屬主的聖民，神是他們父親，天上眾天使天軍， 
 主賜生命權能。神是奇妙造化者，創造宇宙穹蒼， 
 主是最高裁判者，主是萬王之王。 
2 主在天上的錫安，讚美聲中統治，主在未來榮耀裏， 
 將是全權之主。主發永恆的光輝，超我所能想像， 
 摯愛非可以言傳，能力非可推想。  (間奏) 
3 主向溫柔謙恭心，啟示祂的奧妙，主行古今一切事， 
 無論新舊大小。我靠三一的聖名，聖父，聖子，聖靈， 
 不問山高與水深，安然蒙福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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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46 篇 (舊約 804 頁) 

1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2 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 
3 其中的水雖澎湃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也不害怕。 
4 有一道河，這河的分汊使神的城歡喜， 
 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 
5 神在其中，城必不動搖；到天一亮，神必幫助這城。 
6 萬邦喧嚷，國度動搖；神出聲，地就熔化。 
7 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8 你們來看耶和華的作為，看他使地怎樣荒涼。 
9 他止息戰爭，直到地極；他折弓、斷槍，把戰車焚燒在火中。 
10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列國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 
11 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約翰福音 8 章 31-36 節 (新約 154 頁) 

31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 

「你們若繼續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了。 

32 你們將認識真理，真理會使你們自由。」 

33 他們回答他： 

「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隸， 

你怎麼說『會使你們自由』呢？」 

34 耶穌回答他們：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隸。 

35 奴隸不能永遠住在家裏；兒子才永遠住在家裏。 

36 所以，神的兒子若使你們自由，你們就真正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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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來同聲唱 (聖樂合唱曲選) 眾坐 

來，同聲唱，歡欣的唱讚美詩歌， 
同心的唱不停的唱向主獻上！ 
來，同聲唱，歡欣的唱歌聲悠揚， 
同心的唱向主歌唱悅主心腸！ 
彈琴擊鼓號角絲絃！讚美歌聲獻在主前！ 
來，同聲唱，歡欣的唱讚美詩歌， 
同心的唱向主歌唱直到永遠！ 
 
諸天述說祂的榮耀！穹蒼傳揚祂手段！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讚美聲充滿穹蒼！ 
高聲歡呼歌唱頌揚！讚美聲四處迴響！ 
 
來，同聲唱，歡欣的唱讚美詩歌， 
同心的唱不停的唱向主獻上！ 
來，同聲唱，歡欣的唱歌聲悠揚， 
同心的唱向主歌唱悅主心腸！ 
彈琴擊鼓號角絲絃！讚美歌聲獻在主前！ 
來，同聲唱，歡欣的唱讚美詩歌， 
同心的唱向主歌唱直到永遠！ 
同心的唱向主歌唱直到永遠！ 

8. 奉獻：渴慕主 (恩頌聖歌 444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9 章 1-7 節 (新約 155 頁) 眾坐 

1 耶穌往前走的時候，看見一個生來就失明的人。 
2 門徒問耶穌：「拉比，這人生來失明，是誰犯了罪？ 
 是這人還是他的父母呢？」 
3 耶穌回答： 
「既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 
 而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4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差我來的那位的工； 
 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 
5 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6 耶穌說了這些話，就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和了泥抹在盲人的眼睛上， 
7 對他說：「你到西羅亞池子裏去洗。」 
 於是他去，洗了，回來就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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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耶穌、治我傷患的主 眾坐 

11. 回應：神是我牧者 (青年新 6 首) 眾立 

1 神是我牧者，天天引導我，必供應完備未缺； 

 領我身躺臥綠野佳美地，真理、活水遍地見。 

2 重造我內心，更新我路徑，恩主名常頌念記； 

 路上祢在旁助我走窄路，滿仁愛公正步履。 

3 危難與絕境、幽谷與逆旅，堅心信靠未懼怕； 

 祢以杆與仗為我擔軟弱，共行賜安慰、勵勉。  (間奏) 

4 仇敵滿前方，恩主卻伴我，祂擺設筵席盛宴； 

 滿滿的福杯，溢我心裡面，膏抹這生滿祐眷。 

5 宏恩與憐恤、祝福已澤遍，恩典處處亦遇見； 

 住在祢聖殿，願永瞻你面，永沒止息，我願意。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散會聖歌 (生命聖詩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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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光出

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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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吳慧儀博士 吳慧儀博士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讀經: 方早晞姊妹 連卓鴻弟兄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林洛琛弟兄 李燕怡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家揚弟兄

司琴: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陳惠霞姊妹 林耀尊弟兄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繆迺頌姊妹 黃香娣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柯思敏姊妹 盧惠旋姊妹 馬郁釗弟兄 黃寶強弟兄 何少鳯姊妹 盧麗銀姊妹 李思敏姊妹

當值: 溫燕玲姊妹 黃翠屏姊妹 余文耀執事 彭秀群姊妹 王月珊姊妹 朱麗程姊妹 陳惠霞姊妹 古海劍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梁睿熙弟兄 陳國榮弟兄 夏麗婷姊妹

執事: 蔡頴鈞執事 陳貽添執事 陳永祐執事 黃佩貞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林月娥姊妹 楊彥君姊妹 葉蔓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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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何執娣傳道 何執娣傳道

司琴: 徐梓瑤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讀經: 韋樂恩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溫浩揚小朋友 李卓恩小朋友

司事: 蔡紫晴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高正之小朋友 林允祈小朋友

信實: 李寶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黃麗堅姊妹 　 司徒蘊盈姊妹　

温柔: 李燕怡姊妹 　 李芷珊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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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二主日（綠）(11月6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一主日（綠）(10月30日)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上週奉獻總數: $74,936 本月累積奉獻: $498,717  (包括發展及購堂: $25,000)

本週獻花: 盧惠旋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164 主知名 1400 *1165 主知名 200 *1166 主知名 4000 *1167 主知名 2000 *1168 主知名 200
*1169 主知名 3400 *1170 主知名 2000 *1171 主知名 200 M781 主知名 9000 T584 主知名 9000
U620 主知名 500 W925 主知名 10000 X511 主知名 2488 X568 主知名 400 X802 主知名 300
Y292 主知名 50 Y318 主知名 500 Y561 主知名 100 Y570 主知名 5000 Y586 主知名 100
Y651 主知名 1600 Y667 主知名 2000 Y768 主知名 10000

感恩 : M781 主知名 500 R806 主知名 500 T584 主知名 1000 T843 主知名 500 U620 主知名 500
Y292 主知名 50

發展 : *1165 主知名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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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前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副教授吳慧儀博士蒞臨本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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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洗禮班於今日下午 1:00-2:00 在 104 室上課，請已報名

洗禮會眾留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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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福蔭團契於 11 月 12 日(六)下午 2:00-4:00 聚會，由歐陽亦璋

醫生主講：血脂、甲狀腺、骨質疏鬆，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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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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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