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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活出永恆  

  

登陸後的我，常感到惶恐與不安：怕自己身體日漸衰殘，成為別人的重擔；怕腦筋

衰敗，不能繼續事主。 
 

最近閱讀傳道書第三章，給我有很大的提醒。  
 

傳道書出現最多的詞是“虛空”，而另一個詞是“日光之下”，就是在循環不息的

日子下，虛空渡日。人活在日光之下，一定會經歷到凡事都是虛空：就如生與死、

喜與憂、得與失等等，都是人不能掌握的。 

我侄兒四十多歲，正直壯年；去年中，睡至半夜，突然感到劇烈頭痛，不到三天就

撒手人寰了。 

早陣子，93 歲有血壓高、糖尿病和膽固醇高的奶奶，在沒有外出的情況下，感染了

新冠疫病。家人都很擔心，想不到奶奶治療五天後，就平安地康復過來，這不是必

然的後果，都是人不能掌握到的。 

 

在日光之下，凡事發生既有定時，人不能掌握。在這虛空的人生之下，我們應怎樣

渡過呢？ 

 

我們要過的就是以“日光之上”的視野過日子，就如以下經文所說。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

為，人不能測透。(傳道書 3:11)  

 

創造萬物和滿有智慧的神給人安排一切，萬事都是按祂的時間表而計劃，是合時

的，是美好的。神既將永恆放在我們心裡，從永遠的角度睇事物，必看見神美好的

作為。 

當父母先後去世時，我埋怨神：為何不給他們活更久，讓我可以好好報答他們。神

給我答案是：就是他們仍在，妳有把握使他們活得更喜樂嗎？我卻給了他們天堂永

恆的福樂。 

若萬物都按著神的時間表循序而行，人能從中得著造就磨煉，悟出寶貴的真理來。 

 

平安無事地渡日可以體會神恩，就算經歷狂風暴雨，或接二連三的災禍。雖然我們

所知的有限而不能參透，但無論如何，這都是祂所允准的，這是祂智慧計劃中的一

部分。但願我們不怨天不尤人，學習安息在神的安排中。 

  

 人生的順或逆，我相信都是神計劃的話，就活得更輕省寬心。 

何執娣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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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四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 篇 1-3 節 (舊約 757 頁) 眾立 

1-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 

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3. 讚美：你的信實廣大 (生命聖詩 18 首) 眾立 

1 祢的信實廣大，我神我天父，在祢永遠沒有轉動影兒； 

 永不改變，父神每天施憐憫，無始無終上主，施恩不盡。** 

2 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種收成，日月星辰時刻運轉不停； 

 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宰，述說天父豐盛，信實，慈愛。** 

 (間奏) 

3 祢赦免我罪過，賜永遠安寧，祢常與我同在，安慰引領； 

 求賜今天力量，明天的盼望，從天降下恩典，福樂無窮。** 
 
** 祢的信實廣大，祢的信實廣大，清晨復清晨，更經歷新恩； 

 我所需用祢恩手豐富預備，祢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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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惟獨耶穌 (生命聖詩 86 首) 眾坐 

1 惟獨耶穌是我信息，惟獨耶穌我所傳揚； 

  我要永遠高舉耶穌，惟獨耶穌我所仰望。 ** 

2 惟獨耶穌是我救主，我眾罪過祂代擔當； 

  惟獨耶穌使我稱義，日日賜我所需力量。 ** 

3 惟獨耶穌使我成聖，脫離自我，罪污洗清， 

  惟獨耶穌賜下聖靈，充滿我心，靈命豐盛。** (間奏) 

4 惟獨耶穌醫我疾病，一切軟弱主代擔當， 

  祂的復活豐盛生命，祂的肢體皆能分享。 ** 

5 惟獨耶穌我所等候，儆醒注意再來呼聲， 

  仍是耶穌，只有耶穌，耶穌永是我的一切。** 
 
** 惟獨耶穌，永遠耶穌，我心讚美，我口傳揚， 

 救我醫我，使我成聖，榮耀救主，再來之王。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5 篇 (舊約 768 頁) 

1 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居住你的聖山？ 

2 就是行為正直、做事公義、心裏說實話的人。 

3 他不以舌頭讒害人，不惡待朋友，也不隨夥毀謗鄰舍。 

4 他眼中藐視匪類，卻尊重那敬畏耶和華的人。 

 他發了誓，雖然自己吃虧也不更改。 

5 他不放債取利，不受賄賂以害無辜。 

 做這些事的人必永不動搖。 

 

馬太福音 5 章 1-12 節 (新約 7 頁) 

1 耶穌看見這一群人，就上了山，坐下後，門徒到他跟前來， 

2 他開口教導他們說： 

3 「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5 謙和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土地。 

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7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9 締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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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義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迫害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 

 你們就有福了！ 

12 要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很多的。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迫害他們。」 

7. 詩班獻詩：天國福氣 (普天頌讚 802 首) 眾坐 

** 貧乏謙卑者，主應許福氣，那日定來到， 

 那日來到，貧乏虛心者必得土地， 

 貧乏虛心者必得土地。 
 
1 哀慟痛悲者蒙福：必得安慰， 

 謙卑虛心者有福！蒙福：天國屬你。 

2 溫柔和謙者蒙福：必得地土， 

 憐恤別人者有福！蒙福：必得憐恤。 

3 締造和平者蒙福：人稱神子， 

 飢渴慕義者有福！蒙福：必得飽足。 

4 堅持行公義、因公義受逼迫、 

 被拒被恨者有福！蒙福：天國屬你。 

8. 奉獻：潔淨我 (生命聖詩 441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腓立比書 3 章 7-11 節 (新約 304 頁) 眾坐 

7 只是我先前以為對我是有益的， 

 我現在因基督的緣故而當作是有損的。 

8 不但如此，我已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 

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 

 而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基於信，從神而來的義， 

10 使我認識基督，知道他復活的大能，並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11 或許我也得以從死人中復活。 

10. 信息：放下，只因得著永恆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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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應：怎能如此 (青年新歌 42 首) 眾立 

1 怎可解釋！恩主寧願拯救，流血捨身尋我，今得主恩惠。 

 寧為我捨命、嘗透苦楚，曾為我受刑掛身寶架。 

 怎麼能夠奇妙超越一切思想，竟是我主， 

 寧願為我，流盡血釘十架。      ** 

2 永遠存在，怎可能被釘死！誰能解釋明透，祂奧妙旨意？ 

 神妙愛偉大，長闊深廣，難述說，即使至高天使。 

 普施憐憫，全地當同心獻頌揚， 

 天上眾軍，全無疑困，呈奉至高頌讚。 ** 

3 至聖基督，竟捨王座、尊貴，慈憐恩典無數，一切祂賞賜； 

 寧願意虛己，慈愛彰顯，流盡血，贖回亞當子嗣。 

 普施憐愛，沒法測度，祂甘賞賜！ 

 感謝我主，來尋覓我，還用厚恩待我。 **   (間奏) 

4 被罪綑鎖，心裡全是幽暗。愁容苦罪圍困，漆黑中抖震。 

 來自祢眼內榮美光輝，牢獄得光照──我今醒覺。 

 枷鎖全脫，我的心靈今得釋放。 

 我願奮起全力前往，定效法主步履。  ** 

5 赦免厚恩，心裡除盡驚怕，唯耶穌並神賜恩福都給我。 

 如活祭獻奉，神永居首，神樂賜義袍每天穿上。 

 當坦然到榮耀寶座覲見祢面，因著我主， 

 能摘榮冕，唯願這生盡獻。 
 
** 何等奧妙，沒法想像！是主甘心犧牲為我。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願主賜福保護你 (生命聖詩 529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傳意及出版事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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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仲安傳道 黃仲安傳道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主席: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陳永祐弟兄 陳永祐弟兄

讀經: 陳　諾弟兄 陳迪麟弟兄 陳　諾弟兄 邱頌詩姊妹 方早晞姊妹 李燕怡姊妹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陳雅媛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何艷愛姊妹 林文蓮姊妹 周潔頤姊妹 譚慧妍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陳惠霞姊妹 黃香娣姊妹

司事: 温美娟姊妹 何少鳯姊妹 周家楊 莫雪貞執事 黃寶強弟兄 柯思敏姊妹 文玉玲姊妹 袁麗娟姊妹

當值: 王月珊姊妹 高燕萍姊妹 古海劍弟兄 林志剛弟兄 鍾志堯弟兄 朱麗程姊妹 楊彼得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陳志立弟兄 李芷珊姊妹 呂進雄弟兄 夏麗婷姊妹

執事: 蔡頴鈞執事 莫雪貞執事 余文耀弟兄 陳貽添弟兄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二妹姊妹 林月娥姊妹 黃佩貞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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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司琴: 余泳恩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梁穎童小朋友 梁穎童小朋友

讀經: 鄭方正小朋友 李卓恩小朋友 鄭方正小朋友 李旻諺小朋友

司事: 蔡紫晴小朋友 李沂冰小朋友 高正之小朋友 陳沛翹小朋友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梁穎心小朋友羅藹誼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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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何執娣傳道 周潔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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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期第五主日（綠）(2月5日) 聖餐顯現期第四主日（綠）(1月29日)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上週奉獻總數: $68,541 本月累積奉獻: $569,647  (包括發展及購堂: $25,080)

本週獻花: 沙韋琪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256 主知名 200 *1257 主知名 6000 *1258 主知名 9600 *1259 主知名 2000 F642 主知名 600
M753 主知名 2000 Q531 主知名 200 Q535 主知名 100 R125 主知名 2476 R126 主知名 400
R127 主知名 100 R128 主知名 1000 V842 主知名 30000

感恩 : Q536 主知名 500 U129 主知名 1000 W006 主知名 500 X630 主知名 2000 X631 主知名 2000
X694 主知名 500 Y096 主知名 1000

發展 : *1256 主知名 200 *1258 主知名 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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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宣道會香港區聯會事工主任黃仲安傳道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約書亞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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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新一季的青成主日學今日開課，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
留意上課地點，準時上課。 

6) 香港神學院將於 2 月及 3 月舉辦神學延伸課程，現可報讀 2
月份之課程，現正接受報名。 

7) 福蔭團契於 2 月 11 日(六)戶外週，地點：清水灣大坳門。 

8) 何執娣傳道今日外出證道。 

9) 會友黃翠屏姊妹之父親黃仲昭弟兄安息禮於 2 月 11 日中午
12 時在九龍殯儀館地下景賢堂舉行，下午 1 時 30 分在葵涌
火葬場舉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課程名稱 導師 上課日期、時間及形式 上課地點 

成人進階課程 

【當神學遇上哲學】 

麥志成牧師 1 月 29 日(日)開課，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共 8 堂) 

形式：實體上課 

副堂 

初信栽培課程 

【信仰生命的起動】 

 

江慕慈傳道 1 月 29 日 (日) 開課，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共 6 堂)  

形式：實體上課 

103 室 

高中課程 
【戀愛祈兵】 

劉浩然兄弟、

林恩庭姊妹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形式：實體上課 

104 室 

初中課程 
【信仰實踐】 

陳志輝牧師、

葉英傑傳道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形式：實體上課 

101 室 

科目名稱 講師 上課日期、時間 費用 報名連結 

食物神學(1) ─

─ 文化及無權

者的權力 

李卓舲女士 

（M.Div.） 

2023 年 2 月 3、

10、17、24 日 

逢 週 五 晚 上

7:30-9:30 

400 元正(首 20 名報名

之本堂弟兄姊妹將獲

本堂全費資助。 

https://forms.gle/
3VABLEHdCoi
HxdDX8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https://forms.gle/3VABLEHdCoiHxdDX8
https://forms.gle/3VABLEHdCoiHxdDX8
https://forms.gle/3VABLEHdCoiHxdDX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