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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早幾個月前同女兒展開了一場對話，從一個問題開始：“係咪人人都會死㗎？” 

如此簡單便展開了生死教育、信仰對談，阿媽唯有用有限的智慧語言去回答吧！ 

（節錄了一些對話-口語版本） 

蕊：死左會點㗎？ 

我：無左呼吸個心唔識跳囉…又好似長時間瞓覺咁…… 

蕊：咁我隻手會唔會喐㗎？ 

我：唔會㗎。 

蕊：死左唔使食嘢㗎啦？ 

我：到時唔識肚餓㗎啦。 

蕊：咁會點死㗎？咁我都會死㗎？咁你都會㗎？爸爸呢？ 

我：都會㗎。 

蕊：我唔想死住呀～ 
 
突然靜了片刻，小女孩雙眼紅，淚也滴下來了。 

她飲泣落淚說：“我好掛住你地，我唔想分開呀。” 

媽媽急忙拍背、擁抱、安慰：“我地雖然會死，但我地信左主耶穌會一齊去天堂，到時就

會好似主耶穌咁復活，一齊再係天堂見面㗎喇。” 

女兒興奮地問：真係？ 

我肯定地回答：係呀～係真㗎。 

［慢慢深呼吸，慢慢冷靜，但繼續十萬個為什麼@_@］ 
 
蕊：咁天堂有冇寶石㗎？［事源今日同學送左兩粒比佢］ 

我：梗係有啦～仲好大好多好靚㗎，成個城堡咁㗎…… 

蕊：Yeah-ay wowowo（小女孩表示好興奮。） 

我：主耶穌為我地預備左一個好大好美嘅地方，我地復活之後唔會再死㗎啦～可以去天堂

同主耶穌同天父一齊。 

蕊：天堂會唔會有彩虹㗎？我想要彩虹貼紙呀～ 

爸爸：到時我地就唱歌讚美神㗎啦 
 
蕊：咁邊個會唔會死㗎？某某同學呢？咁佢會唔會去天堂㗎？ 

我：咁你問下佢信左耶穌未？ 

蕊：佢應該信左。因為佢係好好嘅人。 

我：吓？你聽日問清楚佢啦～好好嘅人都未必信耶穌㗎喎。 
 
在一趟十數分鐘的車程上，能與女兒有這段對話，確實珍貴！盼望弟兄姊妹也有和家人對

談信仰的空間。特別鼓勵幼小孩童的父母，趁著他們存着純一簡單的心，帶着十萬個為什

麼的發問精神，就嘗試透過日常對話將他們帶到上帝面前，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

們也不偏離！互勉之～ 

 

羅藹誼傳道  



 

 

2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將臨期第一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燭光禮：點燃燭光 (普天頌讚 125 首) 眾坐 

會眾：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3. 宣召：詩篇 122 篇 6-9 節 (舊約 897 頁) 眾立 

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願愛你的人興旺！ 

7 願你城中有平安！願你宮內得平靜！」 

8 為我弟兄和同伴的緣故，我要說：「願你平安！」 

9 為耶和華－我們神殿的緣故，我要為你求福！ 

4. 讚美：在主前靜默 眾立 

1 靜默在至聖的主跟前，主今親臨同在，這是神聖之地，
 主聖潔無瑕疵；你當尊祂為聖，向祂屈膝敬拜， 

 肅靜在至聖的主跟前，主今親臨同在。 

2 靜默在榮耀的主跟前，主光輝今環繞， 

 榮耀至尊君王，主威榮誰能瞻？主以光輝為冕， 

 聖火不熄常燃，肅靜在榮耀的主跟前，主光輝今環繞。 

3 靜默在全能的主跟前，主施大能權柄，主來潔淨、醫治，
 來祝福賜宏恩；以信心瞻望主，萬事祂皆能成， 

 肅靜在全能的主跟前，主施大能權柄。 

5.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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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頌：此刻傾心敬拜 眾坐 

1 世界真光來耀照驅走黑暗，張開心眼必得見， 
 敬拜的心全是祢手所創，獻我一生歸於祢。   ** 
2 主宰一切神獨配受頌揚，高超諸天的尊貴﹗謙卑虛己， 
 承受冷眼嘲笑，愛染苦痛變歡笑        ** 
3 罪債痛楚為我擔當，為愛壓傷，讓我釋放罪。  ** 
 
** 此刻傾我身心，屈膝向祂敬拜，高聲宣告：基督大君王﹗ 
 祂永配受敬拜，基督我心至愛。一生一世尊稱至高神。 

7.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2 章 1-5 節 (舊約 998 頁) 

1 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所見，有關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事。 

2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 

 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 

 萬國都要流歸這山。 

3 必有許多民族前往，說： 

「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 

到雅各神的殿。他必將他的道教導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 

 因為教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 

4 他必在萬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民族斷定是非。 

 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 

 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5 雅各家啊，來吧！讓我們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 

 

羅馬書 13 章 11-14 節 (新約 243 頁) 

11 還有，你們要知道，現在正是該從睡夢中醒來的時候了； 

 因為我們得救，現在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 

12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所以我們該除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13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晝行走。不可荒宴醉酒； 

 不可好色淫蕩；不可紛爭嫉妒。 

14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只顧滿足肉體，去放縱私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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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詩班獻詩：崇拜聖名 (普天頌讚 51 首)  眾坐 

1 有膝都當跪下崇拜耶穌名，有舌都當承認祂是榮耀君； 

 我們稱祂主宰，天父必歡欣，祂是太初真道，祂是真光明。 

2 聽奉祂發命令，萬物始造成，天使始現面容，光明天軍興， 

 寶座治權始建，群星始運動，諸天始成統系，展威榮陣容。 

3 屈尊誕降卑微，順服且忍耐，接受世間名字，為拯救而來。 

 忠心背負尊名，聖潔貫始終；最後戴此尊名勝死建奇功。 

4 眾心當設寶座，歡迎主降臨，求主洗污、驅假，聖化眾生命。 

祂是救贖主宰，主基督真神，永受敬拜、信服，永當受尊崇。 

9. 奉獻：充滿主馨香 (恩頌聖歌 262 首) 眾坐 

10. 信息經文：馬太福音 1 章 18-25 節 (新約 3 頁) 眾坐 

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給約瑟， 

 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 

19 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當眾羞辱她， 

 想要暗地裏把她休了。 

20 正考慮這些事的時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約瑟夢中向他顯現，說：
 「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馬利亞娶過來， 

 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 

21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22 這整件事的發生，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23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24 約瑟醒來，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 

25 但是沒有和她同房，直到她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11. 信息：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昐望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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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回應：耶穌是一位奇妙救主 (青年新歌 5 首) 眾立 

一個古老真愛的見證，基督真光指引！ 

甘降生世間賜恩同行，唯耶穌祂走近！ 

祂受苦復生配得權能，帶領跟祂足印， 

直到戰爭終止，得勝再一次得勝！恩主必跟你走過。 

良朋同伴可知：心內孤單、困慮，恩主耶穌祂可把你拯救！ 

藏在大愛中，安穩於恩翅下，躺身主懷抱裡，一生穩妥！ 

良朋同伴可知：心內孤單、困慮，恩主耶穌祂可把你拯救！ 

藏在大愛中，安穩於恩翅下，躺身主懷抱裡，一生穩妥！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Verse by Peter Hur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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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添壽牧師 姚添壽牧師 陳國恩博士 陳國恩博士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連思樺姊妹 賴文湘姊妹 連思樺姊妹 黃佩貞執事 李芷珊姊妹 區惠娟姊妹 李芷珊姊妹 梁麗珠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鄭倩雲姊妹 鄧柏齡弟兄 陳惠霞姊妹 李淑蓮姊妹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古惠月姊妹 黃嘉康弟兄

司事: 陳景安弟兄 張滿嬌姊妹 羅志威弟兄 袁麗娟姊妹 袁麗嬋姊妹 何少鳯姊妹 呂進雄弟兄 黃曉媚姊妹

當值: 馬君蕙姊妹 曾偉珩弟兄 曾建恆弟兄 余穎欣姊妹 王炳生弟兄 甄志賢弟兄 彭秀群姊妹 黃香娣姊妹

影音: 陳志立弟兄 林秋霞姊妹 陳國榮弟兄 鄭慧芝執事 待　定 待　定 待　定 待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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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玉娥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楊婉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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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藹誼傳道 羅藹誼傳道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梁穎童小朋友 梁穎童小朋友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高　越小朋友 劉卓言小朋友 韋樂恩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司事: 鄭方正小朋友 陳沛翹小朋友 陳頌妍小朋友 林允祈小朋友

信實: 黃麗堅姊妹 　 司徒蘊盈姊妹 　 羅藹誼傳道 　 吳綺薇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何執娣傳道 　 黃愛娣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寶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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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12月4日) 聖餐將臨期第一主日（紫）(11月27日) 

上週奉獻總數: $100,455 本月累積奉獻: $232,209  (包括發展及購堂: $6,200)

本週獻花: 羅楚文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185 主知名 200 *1186 主知名 500 *1187 主知名 300 *1188 主知名 1300 *1189 主知名 7000
*1190 主知名 10000 *1191 主知名 4000 R047 主知名 200 R838 主知名 300 R842 主知名 2500
R843 主知名 3300 R844 主知名 1000 R845 主知名 100 T811 主知名 3500 T812 主知名 8500
U626 主知名 500 V464 主知名 1000 V465 主知名 2000 V973 主知名 2500 W106 主知名 650
X325 主知名 3000 Y297 主知名 4000 Y311 主知名 500 Y332 主知名 9000 Y630 主知名 8500
Y675 主知名 2000

慈惠 : *1188 主知名 500 R047 主知名 200 Y521 主知名 230

感恩 : *1191 主知名 2000 R047 主知名 200 R870 主知名 200 T812 主知名 2000 T851 主知名 500
T910 主知名 1000 U279 主知名 100 U626 主知名 500 V138 主知名 500 W122 主知名 300
Y429 主知名 2000 Y521 主知名 200 Y630 主知名 2000

發展 : *1185 主知名 200 R047 主知名 200 R842 主知名 100 U030 主知名 4000 U169 主知名 1500
差傳 : R047 主知名 100 R842 主知名 100
教育 : R047 主知名 200
鮮花 : *1188 主知名 300 R047 主知名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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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義務顧牧長姚添壽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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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參與 25/12(日)聖誕崇拜聖景演出之兒童、讀經員，務

必在 4/12 早上 10:15 到 105 室試身，11/12、18/12 早上 10:15

到教會禮堂參加綵排!並於 25/12(日)聖誕崇拜當日早上 9:00

準時到達教會禮堂參加預習!如有任何查詢可與葉師母/羅傳

道聯絡。 

6) 福蔭團契於 12 月 10 日(六)下午 2:00-4:00 查經聚會，歡迎弟

兄姊妹出席。 

7) 12 月 25 日上午 10:00 聯合聖誕崇拜(一堂)及洗禮，請弟兄姊

妹依時出席，同來敬拜為我們降生的主基督。 

8)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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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