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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申 31:8 
 

早前，獲悉一位舊同學因為不堪長期處於某一個狀態，最後以自己的方法結束生

命。當證實這個消息時，腦海瞬間變得一片空白，為何？ 
 

回顧過去幾年，周遭的人因著疫情、經濟、政治、移民種種的因素，帶來生活上

不少的困擾和壓力；甚或是長期患病的人承受著莫大的身心靈壓力。這種無力感，我

們問：要到幾時呢？我們的心情就像昔日的門徒問耶穌：「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

在這時候嗎？」耶穌完全明白我們和期盼的心情。 
 

保羅說：「被壓太重，力不能勝。」有些時候，自己也會偶爾期盼人生可否無風無

浪。但自己又會想，這種人生會不會慢慢使自己成為一池死水？若生命的風浪、雕

琢，能使人更認識自己和上帝，從而生發出對上帝的忠貞，堅定不移的信心，這些風

浪又來得更為保貴。 
 

如果，生活沒有上帝參與在當中，生命就

如玻璃般脆弱：請你輕放。 
 

但感謝上帝，祂肯定的對我們說：「我的

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

上顯得完全。」 

 

 

 

 

 

 

 

每個與上帝結連的人，都應有一個「信念」。對我而言，我的「信念」就是：「耶

和華必在你前面行；他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

惶。」申 31:8。無論任何的境況，困難，就是定晴這個「信念」。 
 

 世事變幻，人不能識透。但願我們每一個人，能找到對上帝的「信念」， 憑著這

份「信念」，迎向生命大大小小的挑戰，在當中體驗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一生認定

上帝為我們生命的掌舵。            何美寶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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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基督君王節（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耶利米書 23 章 5 節 (舊約 1160 頁) 眾立 

看哪，日子將到，我要為大衛興起公義的苗裔； 
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 
這是耶和華說的。 

3. 讚美：神愛無量 (生命聖詩 29 首) 眾立 

1 日月星宿，上主鋪陳，大地是祂造成， 
 神愛世人，厚賜宏恩，差遣愛子臨塵。 
2 被造生靈，何等蒙福，上主恩賜豐盈， 
 基督賜下公義和平，啟廸蒙昧心靈。 
3 道成肉身，被人拒絕，卻為罪人捐軀， 
 無量大愛以信體驗，永活贏取宇寰。  (間奏) 
4 完全大愛，輝煌真光，超越人間思想， 
 今夜臨格萬眾羣生，醫治心靈創傷。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至高真神 (生命聖詩 14 首) 眾坐 

1 信徒讚美至高真神，諸天敬奉祂為王； 
天地萬物同聲響應，萬王之王得尊榮。 
聖哉，聖哉，頌讚主名，萬主之主， 
天軍尊崇，讚美昔在今在天父，萬民高唱凱旋頌。 

2 信徒心中尊主為王，讚美傳揚達四方； 
祭司，門徒，先知應和，主頒獎賞烈士冠。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大地諸天高歌聲震； 
讚美歸於至高天父，讚美歸於永生神。 

3 美哉基督榮耀君王，天使高聲齊頌唱； 
自卑成人，世間勞苦，憂傷，死亡，祂親嘗。 
主釘十架，救贖功成，罪人得贖，死權消滅； 
天父榮耀高處彰顯，主登寶座掌權能。    (間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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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再來臨，大眾冀盼，引領我們跟隨祢； 
擔子輕省，欣然頌讚，因我知曉主旨意。 
主愛看顧，主愛包圍，信實有恆，時刻扶持； 
我主我神恩慈無限，現在將來常蔭庇。 

6. 誦讀經文 眾坐 

瑪拉基書 3 章 13-18 節 (舊約 1450 頁) 

13 耶和華說：「你們用話頂撞我。」 

 你們卻說：「我們說了甚麼話頂撞你呢？」 

14 你們說： 

 「事奉神是枉然，我們遵守神所吩咐的， 

 在萬軍之耶和華面前哀痛而行，有甚麼益處呢？ 

15 現在，我們稱狂傲的人為有福，並且行惡的人得以建立； 

 他們雖然試探神，卻得以逃脫。」 

16 那時，敬畏耶和華的人彼此談論，耶和華側耳而聽， 

 且有紀念冊在他面前，記錄那敬畏耶和華、思念他名的人。 

17 萬軍之耶和華說： 

 「在我所定的日子，他們必屬我，是我寶貴的產業。 

 我必憐憫他們，如同人憐憫那服侍他的兒子。 

18 那時你們必再一次看出義人和惡人， 

 事奉神和不事奉神的人有何差別。」 

 

歌羅西書 1 章 13-20 節 (新約 307 頁) 

13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遷移到他愛子的國度裏。 

14 藉著他的愛子，我們得蒙救贖，罪得赦免。 

15 愛子是那看不見的神之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16 因為萬有都是在他裏面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權位的、 

 統治的，或是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為著他造的。 

17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存在。 

18 他是身體（教會）的頭； 

他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好讓他在萬有中居首位。 

19 因為神喜歡使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 

20 藉著他，神使萬有與自己和好，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 

 都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 



 

 

4 

 

7. 詩班獻詩：遠超萬名之名 (普天頌讚 71 首) 眾坐 

1 耶穌是主！請看萬君之王，權柄至高，遠超萬名之名！ 

 我讚美祂！羔羊登祂寶座，顯出榮威，執掌大能權柄。 

2 我主我神！請看祂手、肋旁，因愛受創，能醫破碎、仇怨！ 

 何等犧牲！竟有這般的神，重價付出，換取失喪靈魂。 

3 耶穌受死，我獲得祂生命；視死有益，基督是我人生， 

 是我歡欣、公義、祝福、盼望，是我榮耀─祂必回來作王。 

4 在轉瞬間，我主從天再臨，萬眾屈膝，眾口宣祂聖名。 

 耶穌基督，永坐高天為王，在榮光中我必歌頌傳揚； 

 “耶穌是主！”X4 

8. 奉獻：榮耀釋放 (生命聖詩 181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使徒行傳 5 章 34-42 節 (新約 187 頁) 眾坐 

34 但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迦瑪列，是眾百姓所敬重的律法教師，
 他在議會中站起來，吩咐人把使徒暫且帶到外面去， 

35 然後對眾人說： 

 「以色列人哪，對於這些人，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處理。 

36 從前杜達出現，自命不凡，附從他的人數約有四百； 

 他被殺後，附從他的人全都散了，歸於無有。 

37 此後，登記戶籍的時候，又有加利利的猶大出現， 

 引誘百姓跟從他，他也滅亡，附從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38 現在，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些人，任憑他們吧！ 

 他們所謀所為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 

39 若是出於神，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 

 恐怕你們倒是攻擊神了。」議會的人被他說服了， 

40 就叫使徒來，把他們打了， 

 又吩咐他們不可奉耶穌的名講道，然後把他們釋放了。 

41 他們歡歡喜喜地離開議會，因他們算配為這名受辱。 

42 他們就每日在聖殿裏，在家裏，不住地教導人， 

 傳耶穌是基督的福音。 

10. 信息：迦瑪列的道理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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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應：靠我靈成事 (青年新歌 50 首) 眾立 

1 高山將你前路隔阻，陷疑惑與恐懼。 

 放心靜聽親愛聖靈：高山終必下塌。  * 

2 深水將你前路隔阻，這河又闊且深。 

 放心踏上水必消退，安抵岸邊地界。  * 

3 火般苦困熬煉你身，令人沒法忍受。 

 看主基督君尊之子，共行並肩面對。  *  (間奏) 

4 單單靠神能力救拯，風也願聽指示； 

 壯膽踏上不必灰心，祂會開闢路徑。  * 

 

* 非勢力，非勢力，靠我靈引導方會成事； 

 非勢力，非勢力；靠我靈引導前行。 

 這高山終必動搖，這大山要被移動； 

 這高山終必動搖；靠我靈引導前行。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Sing with joy, Glad voices lift By Herman schro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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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添壽牧師 姚添壽牧師

主席: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讀經: 李芷珊姊妹 陳朝發弟兄 李芷珊姊妹 邱頌詩姊妹 連思樺姊妹 賴文湘姊妹 連思樺姊妹 黃佩貞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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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 趙惠蘭姊妹 趙潔儀姊妹 葉翠蓮姊妹 梁文耀弟兄 鄭倩雲姊妹 鄧柏齡弟兄 陳惠霞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廖文華弟兄 呂玉潔姊妹 譚建偉弟兄 何美蘭姊妹 陳景安弟兄 張滿嬌姊妹 羅志威弟兄 袁麗娟姊妹

當值: 麥淑容姊妹 張錦雲姊妹 林志剛弟兄 楊彼得弟兄 馬君蕙姊妹 曾偉珩弟兄 曾建恆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陳永𧙗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陳志立弟兄 林秋霞姊妹 陳國榮弟兄 鄭慧芝執事

執事: 呂君達執事 李婉貞執事 蔡頴鈞執事 陳貽添執事

插花/司數: 林二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葉玉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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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羅藹誼傳道 羅藹誼傳道

司琴: -　- -　- 梁穎童小朋友 梁穎童小朋友

讀經: -　- -　- 高　越小朋友 劉卓言小朋友

司事: -　- -　- 鄭方正小朋友 陳沛翹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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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第一主日（紫）(11月27日) 基督君王節（金）(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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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職事人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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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5) 12 月 25 日上午 10:00 聯合聖誕崇拜(一堂)及洗禮，請肢體依

時出席，同來敬拜為我們降生的主基督。 

6) 會友鄧佩華姊妹之丈夫梁君源弟兄安息禮定於 12 月 3 日(六)

下午 2:30 在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墳場上路教堂舉行，

隨即往哥連臣角火葬場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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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