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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          有時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務都有定時。」傳道書 3:1 

 

這節之後，作者用了十四對形容人生好與壞的實況 (生有時；死有時……)。重點是在說明這些常

態，有我們作為人的好壞之分，但在上帝眼中，每個情況都是合宜的。當然這不代表期望我們在

遇到不如意時不會難受。面對人生無常，由於上帝和我們看法上的差異，有時難免令我們對上帝

有一些困惑、猜疑甚至憤怒，這亦是聖經的哀歌中會表達的。 

 

龍應台面對人生就曾發出這樣的問題：在時光的漂洗中，我們怎樣思索生命的來和去？我們怎麼

迎接，怎麼告別？我們何時擁抱，何時鬆手？何時愛？何時怒？何時堅定拒絶？何時低頭承受？1   

這一刻的你，又正處於        有時，        有時之中？一直藏在你心裏的疑問又是甚麼呢？ 

 

人生的得失、聚散、成敗……都有一個定時，困難在於我們無法預測。人總想有一個預算，就算

深知不能「趨吉」，也總希望「避凶」。我們只可盡力管理自己的人生，但若強行潛越自己的限

制，企圖操控人、事、物，心更勞累。我們的痛苦有時亦在於要得的時候卻失去，期望聚的時候

卻分散，期望愛的時候反變恨。苦又不一定全是我們的錯，哪一個會期望失去和分散；怨恨和失

敗？哪一位可告訴自己已有充夠的心理準備面對突如期來的打擊？又有誰有信心可以說有足夠經

驗面對各種不如意的事？當然，我們的驚喜亦可以出現在失敗後仍能爬起來；沮喪時能被安慰；

絶境中看見曙光；受傷時經歷醫治。但在難測的種種變化中，人始終脆弱、渺小。 

 

但在無常的人生中，我們怎樣可以較優雅地轉場？脆弱有限的人只能謙卑承認自己未能測透萬事

萬物，學習帶著信任創造主的心，經歷變幻。若我們需要消化上帝看不如意時為合宜，我們亦需

要認定自己在上帝眼中看為寶貴。在難關中，抓緊上帝的愛和信實。若我們在掙扎、憤怒或沮喪

中遇見上帝，和上帝、自己真實地「摶鬥」過，才能真實地告訴自己、身邊的人和這個世界：上

帝愛我和你。我們表達的就不會是冷冰冰的罐頭信仰，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經歷。我們會更敏感

於自己及別人的感受，不會向受傷的心靈(包括自己的)粗暴地貼上山草藥，而是在滲血的地方小

心翼翼地清洗，和別人一同等候、經歷天父的醫治。 

 

送給大家一首我很喜歡的詩歌《不變的應許》：原來哭有時，歡笑有時，過去所經歷的困難，更讓

我看到祢的信實，學會保留有時，放手有時，我選擇相信，祢美好不變的應許。 

  
江慕慈姑娘

                                                 
1 龍應台《天長地久》。(台北：天下雜誌，2018)，頁 8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八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54 篇 4,6 節 ........................................ 眾  立 

啟：4 看哪，神是幫助我的，主是扶持我性命的， 

合：6 我要把甘心祭獻給你；耶和華啊，我要頌揚你的名，這名本為美好。 

3. 讚美 ..............................讚美我主君王 (生命聖詩 42 首) ........................... 眾  立 

1) 我靈，讚美天上君王，主前俯伏獻我心， 

 既蒙赦免，醫治，拯救，當永遠歌唱頌揚，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高聲讚美永生王。 

2) 讚美上主慈愛深恩，憐憫列祖解苦困， 

 讚美上主，永不改變，不斷容忍常施恩，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頌主信實大慈仁。 

3) 主如慈父憐恤眷顧，知我輭弱無能力， 

 主以慈手溫柔護佑，救我脫離眾仇敵，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頌主恩廣大無比。(間奏) 

4) 天上天使同心敬拜，時常瞻仰主榮面， 

 太陽，月亮，宇宙萬物，一同伏拜主面前，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們同頌主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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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施恩座前敬拜 (生命聖詩 222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馬可福音 9 章 30-37 節 ................................... 眾  坐 

  雅各書 3 章 13 節-4 章 3, 7-8 節 

7. 獻詩 ................................. 精兵興起 (生命聖詩 375 首) .............................. 詩  班 

8. 奉獻 ................................. 樂遵主命 (生命聖詩 244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創世紀 26 章 23-33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成功靠父幹 ............................................. 眾  坐 

11. 回應 ...............................主凡事引導 (生命聖詩 313 首) ............................ 眾  立 

1) 救世主凡事引導我，我何需別有所求，主愛憐我何用多疑， 

 我一生蒙主眷佑，我憑信在主裡安居，享天上平安喜樂， 

 「我深知無論遇何事，主為我安排穩妥。」 x 2 

2) 救世主凡事引導我，彎曲路祂賜喜樂，遇試煉主賜恩相助， 

 生命糧日日賜我，我步履雖疲乏欲跌，我心靈乾渴無力， 

 「幸我見靈磐現我前，喜樂泉湧流不息。 」 x 2    (間奏) 

3) 救世主凡事引導我，主慈愛何等豐富，主應許在天父家裡， 

 為我備安樂住處，到那日我復活變化，展翼飛進光明所， 

 「千萬年我仍要歌唱，耶穌凡事引導我。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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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本堂會友張大有弟兄為我們分享信息。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約書亞記 6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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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田堂現招聘兩位傳道及全職幹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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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5 日（週二）為中秋節翌日公眾假期，該天教會暫停開放。 

6) 2019 年佈道會定於 3 月 16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主題：「活得年輕的秘

訣」，講員為陳恩明牧師。今日早上 10:30 至 11:15 於 101 室舉行祈禱會，

為佈道會的籌備及事奉人員祈禱，請各弟兄姊妹一同守望聖工。 

7) 本年度兒童主日學結業暨頒獎典禮感恩崇拜將於 9 月 30 日(下主日)上午

10:20-11:15 舉行，誠邀各位 2017-18 年度兒童主日學老師及助教、兒童主

日學學生及家長出席典禮！ 

8) 崇拜部舉辦「崇拜主席培訓班」，將於 10 月 6 日(六)及 13 日(六)下午 2:15-

4:15 於本會禮堂舉行，誠邀弟兄姊妹參加。 

9)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10 月 7 日開始，共有六堂，時間為下午 1:00-2:00。凡

有意於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表。 

10) 2018-2019 年度第一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8 年 10 月 7 日開始，上課時

間為上午 10:30-11:15。來季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開始報讀，並參閱電子

屏幕或張貼於圖書櫃門的相關課程簡介。 

11) 本年 10 月 28 日舉行會友大會，屆時亦會選舉新一屆執事。邀請參與選舉

之提名信已派發予合資格之弟兄姊妹，請肢體認真禱告尋求主，並於今天

內交回條（參加與不參加均須回應）。 

12) 會友梁文耀弟兄及會友葉翠蓮姊妹訂於今天下午 2:30-4:30 在本堂舉行婚

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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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指示祢路 (生命聖詩 315) ................................. 眾  坐 

 

默禱、散會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基礎  釋經原理與應用  江慕慈姑娘  

中級  摩西五經  麥志成牧師  

進深  福音與社會  周家邦弟兄  

初中主日學  不一樣的生命  劉皓然弟兄、林恩庭姊妹  

高中主日學  超凡生命力  陳麗樟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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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張大有弟兄 張大有弟兄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周　溢弟兄 連卓鴻弟兄 周　溢弟兄 朱麗麗姊妹 林恩庭姊妹 連卓欣弟兄 林恩庭姊妹 陳其銘弟兄

司琴: 林溢輝弟兄 林溢輝弟兄 陳卓恩姊妹 陳雅媛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鄭倩雲姊妹 趙惠蘭姊妹 張元娜姊妹 鄧孔炤弟兄 楊妙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黎美滿姊妹 梁淑敏姊妹

司事: 譚富霖弟兄 張滿嬌姊妹 鄭慧芝姊妹 盧麗雯姊妹 鄧愛賢姊妹 袁麗娟姊妹 黃家成弟兄 黎鳳英姊妹

當值: 曾偉珩弟兄 葉德誠弟兄 丘嘉敏姊妹 張金生弟兄 甄志賢弟兄 温麗儀姊妹 林志剛弟兄 惲保羅弟兄

影音: 黃永賢弟兄 周鈺貽姊妹 劉焯凡弟兄 鄭美珍姊妹 葉德誠弟兄 李雪葵姊妹 陳國榮弟兄 鄭慧芝姊妹

執事: 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余文耀弟兄 林禮標弟兄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葉玉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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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陳　灝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司事: 劉卓言小朋友 何文熹小朋友 劉卓瑋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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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芷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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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趙修培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趙修培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九主日（綠）(9月30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八主日（綠）(9月23日) 

本月累積奉獻: $311,983  (包括發展及購堂: $35,900) 上週奉獻總數: $15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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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妙玲姊妹、馬利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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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