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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詹志誠宣教師 

  早前就教養孩子這話題，我和太太分享香港導演陳可辛在

一次訪問中講述，他爸爸改他有可辛這名字，是寄望他可面對

辛苦，能逆境自強。在今天香港普遍教養孩子的文化來看，這

分享可算是一個好好的提醒。在養育小朋友的日子中，有時我

會擔心她們太受保護，太過無憂無慮，因為不少調查發現，在

比較寵溺下成長的孩子，容易有刁蠻任性的性格，凡事以考慮

自己為先，慣於自私自利，當日後進入社會，難於意識自己的

責任及身份，因而在社會及生活中，總是和人相處甚艱難，若

再談下一代的家庭，更預料到是挑戰重重，亳不容易。 

 

  相反來看，眾所周知，猶太民族是一班吃盡苦頭的民族，

他們經歷亡國、受奴役、遭迫害及流散各地的處境，但他們仍

好好保存了他們的家庭文化及養育子女的方法，多年來更有不

少諾貝爾獎得主是猶太人，他們很多都是流散各地，努力不懈，

不單堅守自己的信念，亦願意汲取別人的學養，擴闊生命的視

野及接收不同的知識，隨遇而安地將自己生命的內涵不斷的豐

富，他們從外而內亦從上而下保持聆聽、接收及轉化，卻可能

亦是今天我們和孩子需一同努力的生命功課。 

 

  今天外在的社會環境，相信家長及孩子或多或少也體現身

處於困局的感覺。信奉上帝的猶太人十分著重用心領受的一份

真實，即不以外在環境來影響心中的信念及覺悟。如詩人在經



 

文分享：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

望神，我還要稱謝他，我當面的拯救，我的神。(詩 42:11)，外

在環境看來不樂觀的時候，詩人鼓勵我們向內心察看，心中的

靈有否尋求神、遇見神甚或覺悟神，讓外在看來不理想的環境，

在神從上而下的啟示中賦予意義，如少時被兄弟賣到埃及的約

瑟，雖然他經歷身心之苦，但約瑟一天卻說：這樣看來，差我

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而是神。(創 45:8)，神讓約瑟在困苦之

中，持守心中的信念，使他見證一生果效由心發出是真確的。

(參：箴 4:23)，孩子成長期間，有時吃下苦或許能使他們明白

生活不能事事如己意，但更重要的卻是在不如己意之時，有份

交托信服的心靈，相信神要我在任何處境中，祂對我們的旨意

是美好而不落空的，祂智慧的靈能使我們心中自由又豐盛，看

來困苦卻化成屬靈果子的養份，正如保羅分享：就是在患難中

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

盼望，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神的愛，已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

靈，澆灌在我們心裏。(羅 5:3-5) 

 

  孩子要學習面對這不斷朽壞的世界，或許我們和孩子也可

參以上經文學習一下。難於給人滿足的外在世界常常叫我們注

目及將這短暫的困苦看為不可受，但猶太人或許從聖經中領受

到，尋找真正的生命必須要常常關注內心與聖靈一起的豐盛及

堅守一份忍耐的素質，人生是可以辛苦的，要緊的是在苦中看

見上帝甜美的應許及帶領，神啊！願我們作孩子的能看見及覺

悟，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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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請關掉隨身響鬧裝置，如手提電話，傳呼機等，讓我們專心敬拜神。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主席 講員 講題 

27-28/2 

網上崇拜 
方卓雅姊妹 路得牧師 

向著標杆直跑 

（路 13:22-35）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路 13:22-35 

宣  道                  向著標杆直跑 

回  應                     主的手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家事分享 

1. 承蒙路得牧師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
願主親自報答。 

2. ＜教會復興祈禱會（網上）＞ 
逢週五晚上 9:00-10:30 舉行，誠邀弟兄姊妹參加，建立禱
告祭壇，一起尋求主，呼求主的臨在，參加者請聯絡王桂芳
牧師。 

3. 弟兄姊妹現可透過網上轉賬/轉數快/ATM 轉賬等方法奉獻，
完成轉賬後，請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教會，如教會沒有收
到通知，會以無名氏入賬，詳情請到以下網址查閱：
https://bit.ly/donation2021。 



 

敬拜詩歌 
 

在這裡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神的子民合一聚集 熱切期盼遇見祢 

天要敞開 神的道傳遍 因為我們渴慕尋求祢 

副歌：在這裡 在這裡 耶穌祢現在在這裡 

我相信 我相信 喜樂的江河在這裡 

榮耀彰顯 奇妙神蹟將顯明 天上國度降臨在這裡 

**祢的靈在這裡 這裡就有自由 聖靈自由運行無止盡 

移山倒海信心 堅定不斷升起 期待偉大神做奇妙事** 

 

願諸天歡呼歌唱 

曲、詞：河用仁 版權屬萬國敬拜與讚美所有 

願諸天歡呼歌唱 同聲宣揚父神榮美 

願一切被造世間的萬物 齊來讚美祂榮耀 

副歌：一切高山深海歡呼歌頌 彰顯神的權能和祂大作為 

一切全地四方揚聲歡唱 慈愛公義真神 

創造我的主宰 賜寶貴生命 祂名已被高舉 遠超過一切 

全能君王要在榮光中降臨 讚美祂到永遠 

 

聖潔主 

曲、詞：李俊霆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罪惡捆綁被祢親手割破 因主深愛著我 今得自由釋放 

我這生全是祢恩典與愛 拋低死去舊我 穿起尊貴與聖潔衣裝 

副歌：聖潔主 聖潔主 今渴想祢來在我心居住 

每一處 渴望心中每一處 全都屬於主 

*從十架到墳墓 那惡者已被打倒 墳墓裏升到至高 配得讚美傾倒* 

 

主的手 

曲、詞：Joo Young Gwang 中文譯：張漢業 版權屬以斯拉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1. 主寶血洗淨了我的罪 主寶血使我靈得自由 

寶座前獻上我的敬拜讚美 將我生命所有獻給我的主 

2. 主的手為了我流出寶血 主的腳為我被釘在十架上 

現在我活著不再為自己而活 我要單單為了主耶穌而活 

副歌：我的手與主的手同釘十架 我的腳也與主的腳同釘十架 

如今我與主同死 也願與基督同復活 永永遠遠單單為主而活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講員：路得牧師 

講題：向著標杆直跑 

經文：路加福音 13:22-35 

22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經過的各城各鄉教訓

人。23 有一個人問他說：「主啊，得救的人少嗎？」

24 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我告訴

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是不能。25 及

至家主起來關了門，你們站在外面叩門，說：『主

啊，給我們開門！』「他就回答說：『我不認識你

們，不曉得你們是哪裏來的！』26「那時，你們要

說：『我們在你面前吃過、喝過，你也在我們的街

上教訓過人。』27「他要說：『我告訴你們，我不

曉得你們是哪裏來的。你們這一切作惡的人，離開

我去吧！』28「你們要看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和眾先知都在神的國裏，你們卻被趕到外面，在那

裏必要哀哭切齒了。29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

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30 只是有在後的，

將要在前；有在前的，將要在後。」31 正當那時，

有幾個法利賽人來對耶穌說：「離開這裏去吧，因

為希律想要殺你。」32 耶穌說：「你們去告訴那

個狐狸說：『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第三天我的



 

事就成全了。』33 雖然這樣，今天、明天、後天，

我必須前行，因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喪命是不能

的。」34「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

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多

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

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35 看哪，你們的家成為

荒場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

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

的！』」 
 

 

反思問題： 

1. 每個人身邊都有不少人與事一直拉扯我們、催促我們東奔西

跑，請靜下來想想我們最想達到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2. 「努力進窄門」，你是否已立定心意為跟從主而奮鬥、受苦、

爭戰？想想什麼是這條路上的攔阻？祈禱求主同行加力！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講題： 向著標杆直跑 講員： 路得牧師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我對於崇拜中其他程序的回應： 
 
 

 
如需要講員或教會負責同工直接回覆，請填下以下聯絡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謝謝您的回應！您的回應將由評道小組跟進，請將回應表放入崇拜招待處的講道回應箱中，願主賜福予您！  



 

恆切禱告 儆醒感恩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33：3) 

我要做一件新事，就是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43：19) 

教會： 
1. 求聖靈充滿教會，在動盪的時代中，能靠著主賜的大能大力，堅

守崗位，作鹽作光，成主的工。 
2. 請為弟兄姊妹代禱，願主的平安臨到家人、願他們的工作及身體

都得保守看顧。 
3. 請禱告記念沙勉區的長者在學習視像小組過程中滿有智慧和記

性，並且在轉變的過程中，他們都享受肢體的相交和彼此禱告的
服侍。 

4. 請記念沙少區組員們能看重蒙救贖的身份，生命不斷追求成長
和渴慕真理，各生命能經歷福音的大能。同時，也記念組員們在
成聖路上能覓得同路人，能彼此激勵、彼此勸勉和彼此相顧。 

5. 請禱告記念沙苗區的小朋友們都陸續開始復課，求主保護及祝
福他們在這不穩定的學習過程中，能身心靈都得到健壯。 

博康幼稚園： 
請禱告記念博康幼稚園覆課後，一切運作順暢，滿有主耶穌的寶血
覆蓋和潔淨；另外求主帶領學校面前的發展和教學。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的兒子顯信讀書祈禱，求主讓他在新的學年能

繼續學習，有好的校園生活。 
2.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聖靈充滿她，按著主的心意服侍，建立

和興起生命。她於三月中要遷出沙田的房間，求主保守搬遷順
暢。求主帶領她的媽媽於 1/3 能腳骨有力，順暢地返灣仔居住。 

3. 請為黃慧貞宣教師的老爸代禱，他於年初一不適入院，現正於沙
田醫院接受治療，求主記念。 

宣教士： 
請為李偉良韓昱的家庭代禱： 
1. 求神保守李蘅身心靈健康，應對高中最後一年的學習任務。2. 請
為「但以理教育基金會」和「但以理教育公司」合作辦校能得到省
政府的批准禱告，求主幫助，賜通達的路。3. 請為確定美國籍校長
的人選禱告，三月底會確定這事，求主指引。4. 請為四千萬的投資，
並為基金會填土，現急需三十萬，求耶和華以勒的主預備。5. 請為
三月至五月的填土報告代禱，求主賜予高質素。 

肢體： 
感恩，黃穎可姊妹(90 多歲)於 25/2 決志信靠主耶穌，求主堅定她的
信心，主賜她健康的身心靈，醫治她，經歷主的愛和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