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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媽」 

 

外國人稱那些不希望子女「輸在起跑線上」的母親為「虎媽」（Tiger mother），原來是

出自耶魯法律學院蔡美兒教授（Amy Chua），她於 2011 年寫了一本回憶錄《虎媽的戰

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書中回顧她教導兩個女兒的嚴厲方式，與美國人的

自由觀念大相徑庭，結果引來很多的迴響，認為亞洲父母要求過份，連子女取得八十分也

遭責罰。 

稱得上虎媽當然是因為她們對子女的「威武」行徑，為了不輸在起跑線上，虎媽對剛

上學的子女都嚴加訓練，安排得滿滿的日程表：除了上學，還有補習、琴棋書畫、十八般

武藝的課，縱使有時間參加遊藝活動，也要以目標為本：游泳就要參加競賽、踏腳踏車要

以「牛下女車神」為典範，連出外旅遊也要帶練習給子女在酒店打發空閒時間。 

原本以為虎媽都隱藏在家居之中，想不到在大庭廣眾也會現出影蹤。一天早上，地下

鐵車廂塞滿了人，兩母子坐在角落，小孩應該是個幼稚園生，看來還沒有從睡夢中完全清

醒過來，媽媽旁若無人拿出一本英文書來，在眾目睽睽之下，「鼓勵」叫小孩大聲讀出

來，明顯小孩感到害羞，既不敢揚聲朗讀，又錯漏百出，媽媽當然不滿意，就不斷叫小孩

重複讀錯誤的地方，還加上「你可以的」、「等下校長要你讀啊」、「放學給你最喜歡吃的東

西」等等威迫利誘說話，不過小孩並沒有因此而流利起來，於是母子就如此拉鋸下去，引

來不少人側目。 

年初三，與團契弟兄姊妹按傳統行山去，目的地是太平山，從薄扶林水塘上山有一段

頗長的斜路，行著行著留意到一個婦女，抱著有三歲多的小孩辛苦的走路，我的老毛病發

作，就轉身去逗小孩，原來抱著他的是姨姨，母親跟在後面，因為小孩不肯走路，媽媽懷

胎四個月，於是嬌小的姨姨滿頭大汗的抱起他，小孩要上山「看老虎」，於是就與他玩老

虎遊戲，他就下來一面扮老虎一面走上山去，媽媽很驚奇她的小孩，竟然可以走這麼遠的

路，她自己可是個大學教授，也一籌莫展，還是太呵護了？ 

「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22：6）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太 19：14） 

麥志成牧師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Hymn_of_the_Tiger_Mother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八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始禮頌 ..........................屈膝俯伏主前 (崇拜樂章 54 頁) ........................... 眾  立 

屈膝俯伏主前，宣主奧妙名，因主聖潔尊貴，寶座設於聖民之讚頌中! 

歡欣祝頌主名，恩典愛長存，高舉主榮耀尊貴，傳播普世天顯尊榮。 

3. 宣召 .............................山上變像禱文 (普天頌讚 196 首) .......................... 眾  立 

主：求主領我們到山上，因此我們有廣闊的視野： 

眾：我們見到過去信心的偉人，並會珍惜他們生命的影響。 

主：求主領我們到山上，以致我們會驚訝： 

眾：我們見到祢的愛子耶穌，並知道祂有話語我們當聆聽的。 

主：求主領我們到山上，我們便會敬畏、戰兢： 

眾：因我們認識至聖者的奧秘，並要預備自己崇敬主。 

主：求主帶我們從山上下來，並裝備我們服事主： 

合：我們要將耶穌拯救的工作傳遍此處、在這社群、 

  並這苦難的世界中。阿們。 

4. 讚美  .........................上主，永恆聖光 (普天頌讚 197 首) ........................ 眾  立 

1 上主，永恆聖光，因祢所賜應許：我眾亞伯拉罕後嗣宣祢尊名榮譽。 

懇求悦納祭品，開啟信仰人生，烈火熊熊，改變、熬煉、更新戰慄心靈。 

2 祢曾立在高山，彰祢榮光威煌，異采華輝奇妙無匹，深奧真理掩藏— 

何等“可畏”雲彩—至今聲、形無異：描繪神子尊貴難述，威榮超越言辭！(間奏) 

3 展望來日光輝：基督從天降臨，揭示永生，將我改變—身體取主榮形！ 

萬有共仰同瞻顯赫偉大神光，平安、真理遍漫寶座，公義普世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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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遵主囑咐 (普天頌讚 199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出埃及記 34 章 29-35 節 .................................. 眾  坐 

            哥林多後書 3 章 12 節-4 章 2 節 

8. 獻詩 .................................................. 山上變像 ............................................... 詩  班 

9. 奉獻 ................ 願祢名為聖 (生命聖詩 39 首、世紀頌讚 412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使徒行傳 8 章 26-35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莫忘宣教使命的初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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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esus,enduring suffering and death (Max Reger)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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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列王紀下 14 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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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至 6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查閱。 

4) 崇拜職事人員季會定於 3 月 10 日上午 10:20 於禮堂召開，請所有相關的弟兄

姊妹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成人主日學暫停，兒童詩班改在 105 室練習。 

5) 福蔭團契於 3 月 9 日下午 2 時至 4 時有專題講座，由張鼎堅腸胃專科醫

生主講。題目「腸癌的預兆與預防」，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6) 3 月 16 日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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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今天早上 10:30 至 11:15 於 101 室舉行陪談員簡介會，已報名作陪談

員的弟兄姊妹請依時出席。 

ii) 3 月 6 日晚上 7:30 至 8:00 舉行佈道會祈禱會（查經班將於祈禱會後

進行），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同心為佈道會及邀請對象祈禱。 

7) 本年第一次洗禮班將於 3 月 17 日午堂後 1:00 開始，凡有意於 6 月 9 日

洗禮者請填寫報名表。 

8) 會友何惠敏姊妹祖母(黃女姊妹)之安息禮，定於 3 月 6 日晚上 7:30 在萬

國殯儀館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9) 會友鄭穎儀姊妹母親(陳淑卿姊妹)之安息禮，定於 3 月 17 日晚上 6:30

在萬國殯儀館 3 樓慈恩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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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與主相遇 (普天頌讚 393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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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讀經: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邱頌詩姊妹 陳　諾弟兄 陳朝發弟兄 陳　諾弟兄 繆迺頌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潘裕圖弟兄 林溢輝弟兄 潘裕圖弟兄 林溢輝弟兄

招待: 梁銘章弟兄 林義妹姊妹 葉翠蓮姊妹 方子仁弟兄 林瑞馨姊妹 李燕怡執事 林碧蓮姊妹 周潔頤姊妹

司事: 辛列卿姊妹 鄭穎儀姊妹 黃家成弟兄 莫雪貞姊妹 蔡月媚姊妹 文嘉麗 李麗梅姊妹 黃菁菁姊妹

當值: 麥永佳姊妹 張錦雲姊妹 鄧民亮弟兄 劉柏堅弟兄 麥淑容姊妹 戴志遠弟兄 劉嘉敏姊妹 楊彼得弟兄

影音: 郭浩賢弟兄 王月珊姊妹 陳國榮弟兄 楊芷瑩姊妹 李建業弟兄 梁睿熙弟兄 郭　宏弟兄 鄭心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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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文儀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葉蔓菲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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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穎君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鄔瑜正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司事: 盧穎言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余凱琳小朋友 馬曉思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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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燕姊妹 李芷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王月珊姊妹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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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寶頤姊妹

 
預苦期第一主日（紫）(3月10日) 顯現期第八主日（綠）(3月3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604,424  (包括發展及購堂: $53,800) 上週奉獻總數: $19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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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楚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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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