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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The Tale of Despereaux” written by Kate DiCamillo 

 
  在一座城堡裡，有一隻很特別的小老鼠出生，他實在很細小，這令他的父母都很
失望，於是乾脆就叫他「失望」（Despereaux），小老鼠果然與別不同，他不喜歡麵包
碎屑，卻喜愛蜜糖，不去咀嚼書本邊的膠水而去看書，最愛讀王子拯救公主的故事。
他竟然在誤打誤撞之下邂逅了城堡的公主—小豆，而且愛上了她，老鼠愛上公主，不
可能吧，小老鼠的家人都這樣想，竟然因此而把這與別不同的親生子拒諸門外—放逐
到黑暗的地牢去，那裡有的是巨大的老鼠，而且都是壞心腸的。 
 
  其中一隻大老鼠最拿手的是取得別人信任，然後就把他拒諸門外，奪去他最寶貴
的東西，任由他悲傷失望，再不敢相信任何人，最後他也變成像那隻大老鼠一樣。原
來那隻大老鼠也曾被別人拒諸明外，他也曾嘗試向人類示好，可是他的出現卻誤打誤
撞—掉在王后的湯裡，把驚惶的王后嚇得跌倒地上，不幸就死了，悲憤的國王下令全
國不可再煮湯喝，也把所有大老鼠趕逐到地牢那裡，永不許他們上來，大老鼠也因此
想著報復。 
 
  小豆公主身旁有一個使女，也是被拒諸門外的，她的樣子醜陋，卻有一個夢想，
就是成為高貴的公主，只是在她母親去世後，她的父親就以一塊紅桌布的代價把她出
賣了，輾轉她就成了公主的使女，似乎向著她的夢想踏上一步，然後遇上了那可惡的
大老鼠，大老鼠首先取得使女的信任，答應把她變成高貴的公主，只要她把公主帶到
黑暗的地牢就可以了，大老鼠的詭計只是利用使女，卻被小老鼠聽到了，他當然要想
辦法去救小豆公主。 
 
  果然使女向公主發難，持小刀威脅她下到黑暗的地牢，大老鼠只想著報復，根本
沒想過把使女變成高貴的公主，把她拒諸門外，可憐使女再一次被遺棄，那麼憑小老
鼠的微小力量，可以打敗大老鼠把心愛的公主拯救出來嗎？你猜一下吧，答案？你自
己看書好了。 
 
  別以為這是個童話故事，世上的確充滿仇恨和歧視，大老鼠四處都有。 
 
  「務要謹慎，要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
可吞吃的人。」（彼前 5：8）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節期第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23 篇 1-6 節 ........................................ 眾  立 

啟：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應：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啟：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應：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啟：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應：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3. 讚美 ................................. 羔羊筵上 (普天頌讚 284 首) .............................. 眾  立 

1) 聖羔筵上同聲唱，讚美得勝大君王，肋傷流血救萬民， 

洗淨萬罪，醫萬傷；讚美救主恩澤廣，捨身作我永生糧， 

流血作我杯中酒，祭司兼作犧牲羊。 

2) 逾越寶血傾流時，死亡差役收刀槍；主之選民勇前進， 

敵人紅海波中喪。讚美救主曾流血，逾越犧牲、逾越糧， 

我眾吃此嗎哪時，真誠摯愛滿心腸。 

3) 大哉羔羊自天降，地獄權勢被消亡，主曾力戰勝強敵， 

賜我天上永生光：死亡自此不足懼，墳墓今後無力量； 

主將樂園大開啟，接受萬眾登天堂。 (間奏) 

4) 復活歡欣，重生喜，惟有罪惡能傷損；主從罪裏救萬靈， 

萬靈靠主得重生。敬向慈悲復活主稱揚、讚美、獻心聲， 

萬代萬年永無盡，歸榮天父，頌聖靈。阿們。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憑信，不憑眼見 (普天頌讚 287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使徒行傳 4 章 5-12 節 .................................... 眾  坐 

約翰一書 3 章 16-24 節 

7. 獻詩 .................................. 頌讚歸主 (普天頌讚 63 首) ............................... 詩  班 

8. 奉獻 .............................逾越羔羊已獻 (普天頌讚 285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彼得後書 3 章 1-13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神寬容我們 ............................................. 眾  坐 

11. 回應 ...........................主，我願祢來！ (普天頌讚 604 首) ........................ 眾  立 

1) 基督再來！受造萬物困苦嘆息終告停，榮耀宣告頒布天下： 

盼望重建信心盈！基督再來！基督再來！君尊和平今重臨！ 

2) 我們竭誠宣主聖蹟：痛苦十架捨性命，信徒將見光榮景象， 

恩主再來掌權柄；基督再來！基督再來！每顆心靈響頌聲！ (間奏) 

3) 寶貴盼望擺設眼前，絲弦琴瑟當響應，主民歌聲彼此唱和， 

浩蕩行列進行，基督再來！基督再來！我主快來掌權柄！阿們。 



 

 

12. 家事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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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中國浸信會神學院教務主任沈志雄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出埃及記 2 至 8 章。弟兄姊妹只要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 

4)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奉獻之收據於今日開始派發給弟兄姊妹。 

5) 以諾團將於 4 月 24 日(二)上午 10:00 於副堂舉行長者健康講座，題目為

「認識抑鬱症」，歡迎有興趣肢體依時赴會。 

6) 2017-2018 年度第三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8 年 4 月 29 日開始，上課時

間上午 10:30-11:15，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於上主日開始報讀。 

科目名稱 導師 

新約概論 陳麗樟姑娘 

教會歷史 麥志成牧師 

初中主日學 李芷珊姊妹、林恩庭姊妹、劉皓然弟兄 

高中主日學 

反敗為勝（書、士、撒上） 
梁小儀姊妹 

7) 兒童部於 4 月 29 日至 6 月 24 日上午 10:30 在本堂開辦「兒童主日學師資

培訓課程」，由兩位客席講員及本堂資深教師授課，歡迎各兒童主日學正

教、助教及有志事奉肢體參加，請參閱海報及報名。 

8) 本年度的事奉人員退修會定於 5 月 22 日於本堂舉行，誠邀所有參與事奉

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留意相關海報。現開始報名。 

9)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社會服務全港賣旗日將於 2018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

舉行，現正招募義工，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可填寫報名表，截止報名日期為

4 月 29 日，請參閱海報或向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查詢詳情。 

10) 2018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將於 7 月 16 至 21 日舉行，主題：地球小管家，

名額 80 人，時間：上午 9:00 至 12:30，地點：藍田堂，歡迎小一至小六

兒童參加（2018 年 9 月升讀年級），請家長為子女預留時間出席。弟兄姊

妹請密切留意宣傳海報。 

11) 藍田堂現須招聘三位傳道人，分別牧養家庭團契、婦女團契、男士團契，

策劃推動基督教教育，及聖樂事工。弟兄姊妹如有適合人選，請推薦予藍

田堂。 

12) 會友康天賜弟兄（康少傑的父親）之安息禮拜訂於 5 月 1 日晚上 7:30 於

萬國殯儀館福海堂舉行，願他家人得著神的安慰。 

13) 會友何美蘭之母親黃大妹姊妹於 4 月 9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訂於 4 月

28 日(六)下午 1:00 於萬國殯儀館福海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4. 殿樂 ................................................ St Fulbert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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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沈志雄牧師 沈志雄牧師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主席: 余月娥執事 余月娥執事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讀經: 雷書昊弟兄 李燕怡執事 雷書昊弟兄 蔡小鳳姊妹 陳卓欣姊妹 連卓鴻弟兄 陳卓欣姊妹 梁麗珠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潘裕文姊妹 林美荃姊妹 潘裕文姊妹 潘裕圖弟兄 楊穎君執事 潘裕圖弟兄 楊穎君執事

招待: 林義妹姊妹 黎翠琼姊妹 陳可媚執事 鄧孔炤弟兄 林瑞馨姊妹 李燕怡執事 黃菁菁姊妹 康　全弟兄

司事: 張淑敏姊妹 張滿嬌姊妹 方子仁弟兄 莫綺湘姊妹 黃寶強弟兄 袁麗娟姊妹 周家揚弟兄 麥寶儀姊妹

當值: 張漢榮弟兄 葉德誠弟兄 林志剛弟兄 惲保羅弟兄 余國培弟兄 黃翠屏姊妹 招楚筠姊妹 馬志國弟兄

影音: 李建業弟兄 周鈺貽姊妹 郭　宏弟兄 柯綽瑤姊妹 葉德誠弟兄 陳卓恩姊妹 劉焯凡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陳貽添執事 楊穎君執事 余文耀弟兄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楊明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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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劉卓曈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鍾晞呈小朋友 馬曉宇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施慧君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何艷愛姊妹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何艷愛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楊曉欣姊妹 林笑寶姊妹 鍾偉貞姊妹 葉翠妍姊妹 葉翠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鍾偉貞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趙修培姊妹 周潔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淑容姊妹 趙修培姊妹 周潔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節期第五主日（白／金）(4月29日) 復活節期第四主日（白／金）(4月22日) 

本月累積奉獻: $356,145  (包括發展及購堂: $24,200) 上週奉獻總數: $108,891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梁偉寧夫婦、黃浩科夫婦

**************************************  奉獻  ****************************************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8年3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972,436         845,836    3,500        3,300       5,260        6,240       108,300        

現金支出 560,655         505,197    1,000        2,462       3,000        5,000       43,996          

現金流入/(流出) 411,781         340,639    2,500        838          2,260        1,240       64,304          

固定資產 14,935,105    315,171    -                -               -                -               14,619,934   

銀行及現金結餘 2,593,182      749,692    478,885    902,110   53,280      563          408,652        

其他資產 77,600           20,000      -                -               57,600      -               -                    

按揭貸款 (2,931,616)    -                -                -               -                -               (2,931,616)    

其他負債 (142,492)       (142,492)   -                -               -                -               -                    
淨資產 14,531,780    942,372    478,885    902,110   110,880    563          12,096,970   

*************************************************  財務摘要  *************************************************

按

基

金

分

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