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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身心靈健康 

 

如果問及今日你們的身、心、靈健康嗎？大家會即時想到甚麼？ 

 
祝「身體健康」是華人常用的祝福語，相信也是生日中最常出現的許願。如何可以

令自己保持健康，也是在市城居住及工作的我們，要花心思去學習及實踐的地方；

更因為工作時間長、壓力大，我們很可能睡眠不足、缺少運動。這期間藍田堂的主

日學課程也談及「睡眠神學」，不知大家有沒有參與其中？至於運動方面，近年多有

推廣「日行一萬步」，相信這有助心肺功能活動，適合不同年齡人士參與，你們有沒

有每星期運動的習慣？ 

 

我們的「心」健康嗎？雖然醫學上人的思想應該由我們的腦來負責，心臟是處理人

體血液流動，但華人與猶太人的文化在這方面近似，「心」可以指到人的思想。如何

有健康的「心」或思想？我們當作甚麼去讓自己的心思更健康？最後當然會問到在

「靈性」方面，自己今日的狀況如何？ 

 

在一次的團契周會中，就以「身、心、靈健康」作為題目，這周會在堂會進行，團

友都要「過三關」，第一關是運動，團友在 3 個選項中抽取一種運動，包括原地跑步

5 分鐘、上落康樂室 5 次、射籃球 5 分鐘。這 3 項都是有助心肺功能的活動，雖然 5

分鐘並不足夠，但這只是提醒，日後如何保持運動才有助健康。 

 

第二關是針對我們的「心」，可能我們的心思有很多地方都要處理，但從信仰的角

度，會否思想到自己對神、對人缺欠的地方？我們會否在信仰上冷淡了，忙於滿足

世界對自己的要求，忽略了對聖經的興趣、對事奉的熱誠、對人的關心？找一位團

友就相關的情況，分享自己現在的處境，並立志及訂立改善的方法。 

 

第三關是關於我們「靈性」方面，自己有穩定讀經或靈修習慣嗎？這樣的習慣有如

運動一樣，要每周經常實踐才發揮功效，試分享過去一周讀經或靈修的得著。如果

這習慣一直在日常生活中「缺席」，今日就檢討日常生活時間的安排，把這必不可少

的部份加入其中。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完全成聖！願你們的靈、魂、體得蒙保守，在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責。(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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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三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以賽亞書 12 章 1-2 節 (舊約 1014 頁) 眾立 

1 在那日，你要說： 
 「耶和華啊，我要稱謝你！因為你雖然向我發怒， 

 你的怒氣卻已轉消；你又安慰了我。」 
2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懼怕。 

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3. 讚美：求大君王來臨 (生命聖詩 3 首) 眾立 

1 求大君王來臨，容我讚美祢名，高聲稱頌。 
 惟祢尊榮至聖，惟祢完全得勝，懇求萬古之神，治理統領。 
2 懇求化身之道，佩着真理寶劍，垂聽禱告。 
 施恩與眾百姓，使主聖道昌盛，聖潔公義的靈，使我成聖。 
3 求保惠師聖靈，此刻臨近見證，顯出神聖。 
 祢是全能主宰，今住眾人心內，統治永不離開，聖靈同在。 
 (間奏) 
4 三一真神至上，當受萬民頌揚，世世無疆。 
 願榮耀中得見真神尊貴威嚴； 
 敬愛，尊崇，奉獻，永恆不變。阿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歡欣 (美樂頌 26 首) 眾坐 

歡欣，心裡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 
讚頌，祢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 
歡欣，心裡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 
讚頌，祢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 
主的豐盛滿一生，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 
主的豐盛滿一生，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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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98 篇 (舊約 861 頁) 

1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 

2 耶和華顯明了他的救恩，在列國眼前顯出公義； 

3 記念他對以色列家的慈愛和信實。 

 地的四極都看見我們神的救恩。 

4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呼，要揚聲，歡唱，歌頌！ 

5 用琴歌頌耶和華，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頌他！ 

6 用號筒和角聲，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歡呼！ 

7 願海和其中所充滿的澎湃，願世界和住在其間的發聲。 

8 願大水拍掌，願諸山在耶和華面前一同歡呼； 

9 因為他來要審判全地。 

 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公正審判萬民。 

 

路加福音 21 章 20-28 節 (新約 128 頁) 

20 「當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 

 就可知道它成為荒蕪的日子近了。 

21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裏的，應當出來； 

 在鄉下的，不要進城。 

22 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要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 

23 在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就苦了。 

 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憤怒臨到這百姓。 

24 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滿了。」 

25 「日月星辰要顯出預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響聲而惶惶不安。 

26 人想到那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 

 因為天上的萬象都要震動。 

27 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帶著能力和大榮耀駕雲來臨。 

28 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 

 因為你們得救贖的日子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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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來稱頌真神 (普天頌讚詩 98a 首) 眾坐 

1 來稱頌真神，向上主唱新歌， 

 來稱頌真神，向上主唱新歌， 

 來稱頌真神，向上主唱新歌，   **  

2 上主，大能神，成就奇妙工作， 

 上主，大能神，成就奇妙工作， 

 上主，大能神，成就奇妙工作，  **  

3 來歌頌真神，鼓瑟彈琴讚美， 

 來歌頌真神，鼓瑟彈琴讚美， 

 來歌頌真神，鼓瑟彈琴讚美，   ** 

4 歡呼頌主名！祂賜我們聖靈， 

 歡呼頌主名！祂賜我們聖靈， 

 歡呼頌主名！祂賜我們聖靈，   ** 

5 因耶穌是主！阿們！阿利路亞！ 

 因耶穌是主！阿們！阿利路亞！ 

 因耶穌是主！阿們！阿利路亞！  ** 
 
** 來稱頌真神，歡呼讚美主。 

8. 奉獻：Jesus is Tenderly Calling 眾坐 

9. 信息經文：以賽亞書 30 章 15-22 節 (舊約 1043 頁) 眾坐 

15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如此說：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你們卻是不肯， 

16 你們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所以你們必然奔走。 

 你們又說：「我們要騎快馬」，所以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 

17 一人叱喝，令千人逃跑，五人叱喝，你們都逃跑； 

 以致剩下的如山頂的旗杆，如山岡上的大旗。 

18 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們；必然興起，好憐憫你們。 

 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19 住在錫安、居於耶路撒冷的百姓啊，你必不再哭泣。 

 主必因你哀求的聲音施恩給你，他聽見的時候就必應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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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 

 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的眼睛必看見你的教師。 

21 你或向左或向右，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 

 「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 

22 你要玷污那雕刻偶像所包的銀子和鑄造偶像所鍍的金子。 

 你要拋棄它們，如拋棄污穢之物；對偶像說：「去吧！」 

10. 信息：活出上帝給你的節奏 眾坐 

11. 回應：主與我同行 (生命聖詩 327 首) 眾立 

1 常住屬天妙愛中，我心不怕變遷， 

這般信靠真穩妥，此間沒有改變； 

雖身外狂風怒吼，心中縱使愁煩， 

主在周圍護佑我，何至沉悶孤單。 

2 任主領我往何方，艱難也不回頭， 

有良牧常在身旁，此外我更何求？ 

聖目永遠不模糊，聖智永遠清明， 

主知祂帶領何往，我願與主同行。 

3 有青草場在前方，我今雖仍未見， 

原先黑雲當頭處，將現朗日清天； 

我心希望無限量，得行生命路程， 

我好處不在主外，主願與我同行。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We all praise you, Lord God By Johann Krebs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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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江慕慈傳道 江慕慈傳道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林湛基弟兄 林湛基弟兄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讀經: 李芷珊姊妹 麥淑容姊妹 李芷珊姊妹 呂潔儀姊妹 柯綽瑤姊妹 陳朝發弟兄 柯綽瑤姊妹 邱頌詩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林義妹姊妹 黃香娣姊妹 譚慧妍姊妹 李淑蓮姊妹 趙惠蘭姊妹 趙潔儀姊妹 葉翠蓮姊妹 梁文耀弟兄

司事: 李翠碧姊妹 黎蓮妹姊妹 邱頌詩姊妹 吳友蓮姊妹 廖文華弟兄 呂玉潔姊妹 譚建偉弟兄 何美蘭姊妹

當值: 沙韋琪姊妹 鍾志堯弟兄 方艾洲弟兄 呂君達執事 麥淑容姊妹 張錦雲姊妹 林志剛弟兄 楊彼得弟兄

影音: 張淑敏姊妹 陳卓恩姊妹 許偉賢弟兄 夏麗婷姊妹 陳永𧙗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呂君達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錢惠如姊妹 徐敏慧姊妹 蔡加德弟兄 林二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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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越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　- -　-

司事: 鍾溢恩小朋友 李沂冰小朋友 -　- -　-

信實: 黃麗堅姊妹 　 司徒蘊盈姊妹　 黃麗堅姊妹 　 司徒蘊盈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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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君王節（金）(11月20日)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三主日（綠）(11月13日) 

上週奉獻總數: $131,754 本月累積奉獻: $131,754  (包括發展及購堂: $200)

本週獻花: 莊儀秋姊妹、高漢華夫婦、楊妙玲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176 主知名 200 *1177 主知名 3000 *1179 主知名 2000 *1180 主知名 12700 *1181 主知名 8050
*1182 主知名 3200 *1183 主知名 1000 *1184 主知名 1000 M783 主知名 200 M825 主知名 1000
P565 主知名 2000 P954 主知名 800 P955 主知名 200 P956 主知名 600 P957 主知名 12000
R046 主知名 2500 R795 主知名 800 R796 主知名 100 R798 主知名 500 R920 主知名 500
R975 主知名 3000 U708 主知名 1000 V466 主知名 1000 V467 主知名 100 W521 主知名 1000

W715 主知名 3000 W742 主知名 10000 X431 主知名 5000 X791 主知名 1000 X984 主知名 2500
Y164 主知名 1800 Y212 主知名 6000 Y289 主知名 5000 Y310 主知名 4000 Y320 主知名 500

Y341 主知名 50 Y501 主知名 100 Y519 主知名 500 Y524 主知名 2000 Y543 主知名 500
Y691 主知名 2000 Y692 主知名 1000 Y693 主知名 2000 Y694 主知名 1000 Y770 主知名 500

慈惠 : *1177 主知名 1000
感恩 : *1178 主知名 1000 P910 主知名 200 U708 主知名 500 V463 主知名 1000 W070 主知名 500

W121 主知名 300 Y341 主知名 50 Y370 主知名 2000 Y489 主知名 800 Y501 主知名 100
Y519 主知名 300 Y550 主知名 100 Y592 主知名 3000 Y693 主知名 1000

發展 : *1176 主知名 200
鮮花 : *1180 主知名 500 P956 主知名 300 V462 主知名 2000 Y489 主知名 300
其他 : P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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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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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執事會訂於 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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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以諾團將於 11 月 22 日(二)上午 10 時於本會禮堂舉辦講座，

主題為「膽固醇睇真 D」，由衛生署觀塘區長者健康外展分

隊主講。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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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8) 會友譚慧娟姊妹的安息禮拜將於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在萬國

殯儀館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https://bit.ly/3Ni8qh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