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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巳盡力了！ 

 
約瑟的人生遭遇，圍繞的是家庭的愛與恨、工作上的得與失、人生關口的危與機、朋友的

恩情與遺忘，他在狹縫中努力求存，經歷上帝。這些片段或多或少會和我們的人生和應，邀請

你進入故事，和他對話。 
 

經文亦帶我們看到現實殘酷的一面，讓人心寒：眾兄弟同心圖謀要他死；聽著被掉在坑裏

的弟弟哀求而充耳不聞，冷眼旁觀；猶大那虛假又無情的建議，而最疼他的父親亦不能保護

他。對於約瑟，其殺傷力遠遠超越波提乏妻子這位陌生人的惱羞成怒和誣衊，泛泛之交酒政的

遺忘。你無法想像，無法相信這些和你一同生活的人，會恨你恨得那麼深。當你醒覺時，巳經

滿身傷痕，連避開也來不及。最陌生的感覺，有時來自身邊曾經很近，你從未提防的人，是你

認為就算不懂愛護你，也不致於見死不救甚至蓄意傷害你的人。 
 

這一課讓約瑟學懂了，告訴自己先要保護自己才能生存，不要再那麼輕易信任你眼前的

人。當約瑟重遇哥哥們的時候，他刻意為難他們、插贓嫁禍等一連串小動作，究竟是測試他

們？保護自己？還是要他們償還？連我們這些「剝花生」的讀者也未能猜透他的意圖。他變得

陌生了！他在艱難中巳經「長大」，不再那麼天真無知，說話做事也不像從前那樣簡單直接，城

府深了。這就是成長、生存的代價嗎？但誰會忍心怪他呢？ 
 

他的傷痛，就算坐上埃及第二把交椅，建立自己的家庭，遠離無情的哥哥，在他心中亦難

以塗抹。長子瑪拿西(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及次子以法蓮(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

興盛)兩個名字，說出「苦」和「神的同在」是他那時的人生主題，但對上帝為何讓他到埃及仍

未完全理解。「忘記一切，靠神從新開始」就是他當時唯一的選擇。不過，其後他因出賣他的兄

弟們哭了三次，為對父親及弟弟便雅憫的情哭了四次。每次的哭，像是邀請你進入他的心靈，

陪他一同流淚。這些眼淚讓你隱若尋回十七歲的約瑟。他又怎能忘記這個交織著愛與恨的父家

呢？ 後來的好景真的可以完全抵銷過去帶給他的苦澀和傷痛？你可以嗎？故事結尾只表達他們

和平共處，我不太肯定他們之間的裂縫、約瑟心裏的傷痕最終能否完全癒合。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創五十 19) 人的傷害和神的祝福同

樣實在。有勇氣接受前者，有屬靈眼光看見後者卻不是一朝一夕，是年月和靈性的洗禮，約瑟

也不是一開始就能這樣說。當你未能看到曙光，衷心說這句時，不要緊，上帝為你編寫的故事

未完。當你一步一步的捱過去，偶爾停下來回頭看看，你會驚訝自己竟能走得這麼遠。為了這

點，感謝天父的同在，同時告訴自己：「多謝你這麼勇敢、堅持，你巳盡力了！你身上的汗水、

面上的淚痕都可為你作證。」不要對自己太苛刻，不斷怪責自己做得不夠好，走得不夠漂亮。 
 

若眼淚仍未抹乾，因信仍有盼望。約瑟臨死亦等候上帝帶他回迦南的應許之地。我們的人

生可能並不完美，卻在上帝的大故事中佔一席位。 

江慕慈姑娘 



 

 

二零一九年二月三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主耶和華慈愛永遠長存 (崇拜短頌集 36 頁) ................. 眾  立 

哈利路亞!主耶和華慈愛永遠長存，恩惠憐憫永不止息，哈利路亞! 

3. 宣召 .......................................... 詩篇 71 篇 5-6 節 ........................................ 眾  立 

主：5 主耶和華啊，你是我所盼望的；自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 

合：6 我自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要常常讚美你! 

4. 讚美 ........................ 阿利路亞頌歌飄揚 (普天頌讚 184 首) ...................... 眾  立 

1 阿利路亞，頌聲飄揚，樂歌遍響聲迴盪， 

阿利路亞，歡呼高唱，天軍應和多嘹亮， 

站主座前事奉聖明，不停歌唱到永遠。 

2 阿利路亞，頌聲飄揚，傳遍撒冷慶自由， 

阿利路亞，母親開懷，兒女成群歌恩厚， 

被擄子民向主哀訴，巴比倫哀歎煩憂。 

3 阿利路亞，我縱珍愛揚聲頌唱到永遠， 

阿利路亞，歌中不忘，暫且靜默作結聯： 

如主曠野祈禱禁食，捨棄世慾不容存。  （間奏） 

4 三一上主配得稱頌，求祢垂聽禱告恆， 

我們直等至終復活，與眾聖徒共事神， 

主寶座前歡欣歌唱，阿利路亞樂無垠。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上主愛子 (普天頌讚 188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4 章 21-30 節 ................................... 眾  坐 

哥林多前書 13 章 1-13 節 

8. 獻詩 ................................... 永生之愛 (瞥見榮光 11 頁) ................................ 詩  班 

9. 奉獻 ............................................ 當轉眼仰望耶穌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詩篇 139 篇 1-6、13-16、23-24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求祢認識、引導我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 Ave Verum Corpus ....................................... 眾  坐 

Let Us Break Bread Together on Our Knees 

虔守主餐(生命聖詩 234 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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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列王紀上 8 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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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16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由陳恩明牧師主講，題

目：「活得年輕的秘訣」，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邀請未信主的親友赴會（聚

會期間設有在學兒童照顧安排）。是日所有團契改為參加佈道會。 

4) 有志作佈道會陪談員的弟兄姊妹，請踴躍報名，報名表已張貼在圖書閣

對出間隔上。 

5) 2 月 5 日至 7 日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6)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於 2 月 8 日至 11 日放年假。 

7) 會友朱滔聰弟兄丁母憂（林娥女士），求主安慰其家人。 

8) 會友袁蘭玉姊妹於 1 月 27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訂於 2 月 11 日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一樓博愛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9) 本堂將聘請袁熙群先生為傳道人，並於 2019 年 3 月 1 日到任，求主帶

領他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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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父賜天福 (普天頌讚 532 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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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顧建德弟兄 柯綽瑤姊妹 朱麗麗姊妹 連思樺姊妹 連卓鴻弟兄 連思樺姊妹 黃翰濤弟兄

司琴: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葉海婷姊妹 甄樂陶弟兄 葉海婷姊妹 甄樂陶弟兄

招待: 何艷愛姊妹 林燕芬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黎翠琼姊妹 楊美美姊妹 梁淑敏姊妹 張元娜姊妹

司事: 袁麗嬋姊妹 黃佩貞姊妹 麥寶儀姊妹 謝月芬姊妹 李翠碧姊妹 何少鳯姊妹 呂進雄弟兄 羅志威弟兄

當值: 朱麗程姊妹 呂幹雄弟兄 林志剛弟兄 丘嘉敏姊妹 方艾洲弟兄 甄志賢弟兄 彭秀群姊妹 馬志國弟兄

影音: 蔡加德弟兄 李雪葵姊妹 劉焯凡弟兄 夏振傑弟兄 曾偉珩弟兄 鍾穎嵐姊妹 郭　宏弟兄 藍天晴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余文耀執事 徐俊榮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二妹姊妹 蔡加德弟兄 鄒念龍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朱天諾姊妹 朱天諾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林洛琛弟兄 黃思哲小朋友 陳廸晞小朋友 李穎潔小朋友

司事: 劉曉霖小朋友 馬曉宇小朋友 劉卓瑋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陳可媚姊妹 王月珊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芷珊姊妹 林笑寶姊妹 王月珊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羅啟然姊妹 林笑寶姊妹 夏麗婷姊妹 陳敬蓮姊妹 羅啟然姊妹 林笑寶姊妹 夏麗婷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五主日（綠）(2月10日) 顯現期第四主日（綠）(2月3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537,400  (包括發展及購堂: $45,042) 上週奉獻總數: $82,845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羅月蓉姊妹、盧麗銀姊妹、黃德祺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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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