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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小孩子有哲學思考能力嗎？一個五歲的小孩，睡前問及：明天他醒來，怎樣知道

時鐘的時針走了一個圈而不是幾個圈？四歲的小孩看著飛機起飛，飛機漸漸變小，最

後消失，當他首次坐飛機，等到機長廣播可以解除安全帶時，他如釋重負的說：「飛

機原來沒有變小呀。」這些可能並不是什麼偉大的誓學問題，不過一切的哲學理論，

都是由疑問開始，曉得發問的小孩已經踏上哲學思維的第一步，這就是為什麼加雷

斯‧馬修斯寫了《哲學與幼童》一書來證明小孩已具有一定的哲學思維。 

 

 六歲大的小孩一面舔碟子上美味的菜汁，一面問：「太好味了，我怎知這一切不

是一場夢？」當然小孩不會明「我思故我在」—誰會明白？不過這種出於玩樂的興奮，

既帶來感官上的感覺，也刺激小孩去提問，五歲的小孩拿著他最愛的蘋果，準備咬下

去的時候，猶疑的說：「蘋果在樹上是有生命的，摘了下來是否不再是活的？」你認

為他是恐怕吃了有還有生命的東西，還是他在困惑樹上的蘋果與摘下來的有何分

別？這可以是一個很有玩味的討論，小孩就在玩樂中體會哲學的爭議。 

 

 最能引發小孩哲學思維的，當然是小孩子的故事了，加雷斯‧馬修斯舉出一個很

出色的兒童故事：大熊就在冬天來臨之前，最後一次視察四周的環境，因為接著幾個

月牠就要進入冬眠狀態了，只是就在牠冬眠的洞穴外，人類把樹都斬了，把這個山頭

變成一所大工廠，當大熊醒來，發覺一切都變了，樹林不見了，只有巨大的機器在轉

動，牠一時間不知道自己是否還在冬眠中，就在這個時候管工看見牠，任大熊怎麼解

釋，大家不相信牠是隻大熊，只認為牠只是一個懶惰的工人，鬍子都沒有理好就來上

班，於是工頭就要大熊回家去理好鬍子，迷茫的大熊在路上遇到一個看來很有智慧的

老人，就問他究竟自己是否一隻大熊，老人告訴牠熊應該住在動物園裡的，就帶牠到

動物園去，果然看到一些與牠相像的熊，問題是牠們都是住在籠裡的，大熊可以自由

行走，應該不會是隻熊吧，於是大熊惟有把臉上的毛都剃去，拿著工具上班去。問問

小孩子怎麼才可證明大熊是一隻熊，這就是一題很有意思的哲學問題了—怎麼才算

是個人？小孩子原來也可以接觸哲學的。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九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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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應：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啟：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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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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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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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治萬方 (生命聖詩 16 首) ............................... 眾  立 

1) 日月所照萬國萬方，耶穌必為統治君王； 

 東西南北海洋極岸，主國普及永久無疆。 

2) 各處各方萬族萬民，共享主愛歌頌不停， 

 嬰孩也來同聲讚美，及早頌揚救主聖名。 

3) 在主治下多蒙福樂，罪人跳出捆綁束縛， 

 倦者能享永恆安息，豐盈富足賜與貧者。 (間奏) 

4) 受造羣生皆當奮興，特向君王尊崇致敬， 

 天使不停歌頌歡欣，地上萬民同應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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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全能大主宰 (生命聖詩 28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耶利米書 23 章 1-6 節 .................................... 眾  坐 

  約翰福音 20 章 11-18 節 

7. 獻詩 ................................. 復興主工 (生命聖詩 251 首) .............................. 詩  班 

8. 奉獻 ...............................福音要遍傳 (生命聖詩 258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哥林多後書 12 章 1-10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誇耀軟弱成剛強 ......................................... 眾  坐 

11. 回應 .............................求使我更聖善 (生命聖詩 373 首) .......................... 眾  立 

1) 求使我更聖善，更追求向上；痛苦中更忍耐，為罪更憂傷； 

 對主更多信靠，更覺主看顧；事奉主更喜樂，禱告更專注。 

2) 求使我更感恩，更加信靠主；更誇主的榮耀，更慕主話語； 

 更與我主同憂，更覺主傷悲；試煉中更溫柔，蒙恩更讚美。 (間奏) 

3) 求使我更純潔，更有力得勝；更脫世上牽掛，更渴慕天城； 

 更適合神國度，更被主使用；更蒙福，更聖潔，更像主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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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民數記 26 章至民數記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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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暑期大專學生內地體驗，參觀鶴山教會、探訪、農耕、兒童工作等，日期為

8 月 3 至 7 日，費用每位 500 元，包車費、食宿(不足額教會津貼)，查詢及

報名請聯絡麥牧師或陳志輝傳道。 

4)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須週六、日工作及有需要時於晚上上班。應徵者須

中學畢業或以上程度；熟悉電腦中文輸入法及製作簡報；主動盡責，善於溝

通，重團隊精神。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弟兄姊妹可向行政主任周

錦照弟兄查詢詳情。 

5) 會友何艷愛姊妹丁父憂（何福善先生），喪禮訂於 7 月 27 日下午 4 時在世界

殯儀館地下信誠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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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Allegro maestoso, Opns 15,no.7 By Gustar Merkel(1827-85)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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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主席: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林逸孜弟兄 林逸孜弟兄

讀經: 周鈺貽姊妹 連卓欣弟兄 周鈺貽姊妹 葉佩鈴姊妹 柯綽瑤姊妹 馬君蕙姊妹 柯綽瑤姊妹 黃佩貞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雅媛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招待: 鄭倩雲姊妹 陳惠霞姊妹 張慧清姊妹 鄭美珍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燕芬姊妹 李淑蓮姊妹 陳翠珍姊妹

司事: 張淑敏姊妹 李翠碧姊妹 方子仁弟兄 雷瑞玉姊妹 黃寶強弟兄 黃慧儀姊妹 周家揚弟兄 何惠敏姊妹

當值: 黃翠屏姊妹 張漢榮弟兄 丘嘉敏姊妹 林志剛弟兄 朱麗程姊妹 王月珊姊妹 惲保羅弟兄 朱麗麗姊妹

影音: 陳永祐弟兄 李雪葵姊妹 郭　宏弟兄 夏振傑弟兄 郭浩賢弟兄 鍾穎嵐姊妹 劉焯凡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林禮標執事 余文耀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葉蔓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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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讀經: 楊展昀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李俊翹小朋友

司事: 梁諾希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余凱琳小朋友 馬曉宇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朱美儀姑娘 黃浩恩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陳可媚執事 呂潔玲姊妹 劉小麗姊妹 陳可媚執事 呂潔玲姊妹 劉小麗姊妹

和平: 葉佩鈴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葉佩鈴姊妹 葉佩鈴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林笑寶姊妹 林綽盈姊妹 楊慧玲姊妹 杜小青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綽盈姊妹 楊慧玲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主日（綠）(7月29日) 聖靈降臨期第九主日（綠）(7月22日) 

本月累積奉獻: $443,871  (包括發展及購堂: $52,200) 上週奉獻總數: $12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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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惠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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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