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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親愛的，你有掛號信》261 頁，汪培珽著 

北上工作每次車程就花六小時，覺得用來閉目養神有點浪費，事實上也難於在嘈吵的車廂

中入睡，自然想到用來看書，旅遊車比較顛簸，起初不習慣，只能斷斷續續的看，經過幾年訓

練，已可以應付裕如，於是就開始挑一些二百頁左右的書，沒有精挑細選，以一次上落就可看

完為目標。 
 
汪培珽是台灣人，住過香港，最後移民美國。他在美國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工作九年後，

不管家人和朋友的意見，毅然放棄職場發展，回家帶孩子，經過了六年，逐漸把帶孩子的心得

寫下來，結果一口氣出版幾本親子教養的書，有《聽話，不要一直看手機》《偷偷愛著你》《別

在半夜喊媽媽》《不可以交男朋友的 100 個理由》《餵故事書長大的孩子》《管教啊，管教》等。 
 
她寫教養子女的書，並不因為把他們都送到史丹福去，她的兒子曾出走五天，女兒常嚷著

要紋身，都沒有學過琴棋書畫，她自己也沒有什麼教養的理論，有的就只是有血有肉的經驗之

談，對於要孩子贏在起跑線上的家長，這本《親愛的，你有掛號信》可能就沒有什麼價值了。 

作者以信件形式，向友人提點一些教養的經驗，特意安排從一、兩歲開始說起，直到兒女

踏入青春期，開始結識異性為止，作者雖然沒有滔滔的理論，不過卻清楚的表達了幾個教養理

念。首先對急於把小孩帶去學才藝的家長，她也知道各式形式的才藝班很吸引，巴不得小孩都

花盡課餘時間去上課，只是很快小孩就長大了，那時你才發覺從來沒有好好陪子女不去學什麼

才藝，只與他們開心快活的玩，那就太遲了，「讓孩子的童年這樣過，我覺得有點可惜」。 
 
做父母當然不容易，「誰叫你要生孩子，又想把他們教成好孩子呢」，所以做父母就要肯犧

牲，「孩子必須在母親影響下長大，而不是別人，我應該挪出更多時間陪孩子」，最大的犧牲就

是你的時間，既然父母是影響子女的重要人物，那我們就得留意在子女面前的言行，「最好的

管教，就是以身作則，自己都做不到的事，別期望孩子幫你做到」，所以作者包括丈夫，不吃零

食、不看電視、不滑手機，每晚堅持念故事書給小孩聽，這樣他們就學會讀書的習慣，鼓勵比

懲罰更有效，但用冰淇淋來鼓勵孩子乖乖完成作業並不可取，你想孩子最後好好做功課，是因

為他發揮自制力克服貪玩，還是怕沒冰淇淋可吃？最後學習信任和放手，也是亞洲家長最大的

弱點：「如果你全部道理都懂，也能體會父母對你的愛，還是讓『它們』—紋身、抽箊、結識看

不順眼的朋友找上你，那是你的命—不論你最後是什麼樣子，也不論你自己能不能接受，我都

會一樣愛著你」。 
 
教養子女要父母合作，「其實另一半比小孩還難改變，你可能要多出三倍的耐心跟他好好

溝通這些觀念……不要放棄，因為最重要跟你一輩子的是他，不是你的孩子」，作者就花了二

十年苦苦相勸，丈夫終於把箊戒除了，親密的夫婦關係，也是教養重要的一環：有一天夫妻兩

人與孩子在公園嬉戲，妻子累極了，問丈夫小孩大了就把這一切都忘記了，這樣辛苦值得嗎？

丈夫回答小孩或許忘記這一切，但我們卻永遠不會忘記，這就是作者嫁她丈夫的原因。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棕枝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始禮頌 ...........................王騎驢進城 (普天頌讚 225 首) ............................ 眾  立 

3. 宣召 ........................... 詩篇 118 篇 19-21 節 (舊約 885 頁) ......................... 眾  立 

19 給我敞開義門，我要進去稱謝耶和華！ 

20 這是耶和華的門，義人要進去！ 

21 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4. 讚美 ............................. 無量榮光 (普天頌讚 230 首) ........................... 眾  立 

** 無量榮光與讚美都歸救世之君， 

當年兒童的歌唇：“和撒那”歌聲震。 

1 君尊大衞的後裔，以色列大君王， 

 奉主聖名今來臨，當受萬民讚揚。  ** 

2 往昔夾道的人羣迎主歡拂棕枝； 

 今日眾心同獻奉讚美、禱告、頌辭。 ** 

3 當天基督受難前，他們讚美、歌唱； 

 今日主升至高處，我們歡欣頌揚。  ** 

4 慈悲之主滿恩憫，始創一切美善， 

 喜悦往昔民稱頌，今懇收納歌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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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讚美寶血 (普天頌讚 235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50 章 4-9 節上 (舊約 1083 頁) ..................... 眾  坐 

          路加福音 19 章 28-40 節 (新約 124 頁) 

8. 獻詩 ............................. 棕樹主日頌 (聖頌選集《9》1 頁) .......................... 詩  班 

9. 奉獻 .................................. 無比大愛 (普天頌讚 238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創世記 50 章 20 節、以賽亞書 53 章 4-6 節、 ................ 眾  坐 

     哥林多後書 1 章 4-7 節 (舊約 75 頁、1088 頁、新約 271 頁) 

11. 信息 ................................................ 受苦深度行 ............................................. 眾  坐 

12. 回應 ............................. 君尊義僕 (恩頌聖歌 183 首) ........................... 眾  立 

1 貧窮嬰孩天上來，進到世間，掩祂光榮； 

不求供奉，卻服侍，為救眾生，捨祂性命。** 

4 效法恩主服侍人，決定一生以祂為王； 

顧念他人的需求，如事奉祂，學祂榜樣。 ** 

** 謙卑上主，君尊義僕，召我們跟從祂腳蹤， 

身心所有，每日獻作活的祭，謙恭敬拜，君尊義僕。 



 

 

13. 公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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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歷代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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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執事會訂於 4 月 16 日(二)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並求主

賜智慧商討聖工。 

3) 「福音研經課程」上課地點改為 104 室，請已報名朋友留意。 

4) 今週三晚查經祈禱會，開始查箴言書，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5) 4 月 20 和 22 日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6) 本年藍田堂記念主受苦的聚會如下： 

4 月 19 日晚上 6:00 至 7:00 默想祈禱會，同日晚上 7:30 受難節聖餐崇拜。 

4 月 21 日早、午堂復活節崇拜(聯合崇拜)，兒童詩班練習暫停。請肢體

預備心依時出席，默念主恩！ 

7) 2018-2019 年度第三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9 年 5 月 5 日開始，上課時

間是上午 10:30-11:15。這季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於今天開始報名，可參

閱電子屏幕或張貼於圖書櫃門的海報有關課程簡介。 

8) 會友杜莫秀馨姊妹於 4 月 7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將於 4 月 16 日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 1 樓真誠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9) 會友劉翠琴姊妹父親(劉壽鵬先生)於 4 月 5 日離世，喪禮將於 4 月 20 日下

午 5:00 在寰宇殯儀館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0) 會友彭熾弟兄於 4 月 10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11) 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將由 4 月 16 日起作離職前休假，並於 5 月 9 日正式

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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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Regent Square by C.S. Lang ............................... 眾  坐 

默禱、散會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成人主日學 (基礎) 被時代選中的門徒 周家邦先生 

成人主日學 (中級) 從聖經中看如何處理憂慮和恐懼 袁熙群先生 

成人主日學 (進深) 聖經詩歌文學欣賞 麥志成牧師 

初中主日學 
健康的門徒生活— 

以弗所書研讀(下）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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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袁熙群先生 袁熙群先生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鄭穎儀姊妹 陳　諾弟兄 呂潔儀執事 柯綽瑤姊妹 甄志賢弟兄 柯綽瑤姊妹 徐俊榮執事

司琴: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林溢輝弟兄 朱天諾姊妹 林溢輝弟兄 朱天諾姊妹

招待: 林瑞馨姊妹 林文蓮姊妹 李淑蓮姊妹 唐建寬 梁銘章弟兄 林燕芬姊妹 黎美滿姊妹 黃菁菁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袁麗娟姊妹 雷瑞玉姊妹 温寶儀姊妹 李翠碧姊妹 鄭穎儀姊妹 謝月芬姊妹 陳詩韻姊妹

當值: 孔憲榮弟兄 王炳生弟兄 馬志國弟兄 彭秀群姊妹 林景輝弟兄 朱麗程姊妹 林禮標弟兄 曾建恆弟兄

影音: 郭浩賢弟兄 梁睿熙弟兄 陳國榮弟兄 柯綽瑤姊妹 李建業弟兄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王偉樂執事 徐俊榮執事 陳貽添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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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司琴: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　- -　-

讀經: 林曉潼小朋友 曾樂兒小朋友 -　- -　-

司事: 鍾晞呈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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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葉佩鈴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黃麗堅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何艷愛姊妹 鍾偉貞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何艷愛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復活節主日（白／金）(4月21日) 棕枝主日（紅）(4月14日) 

本月累積奉獻: $136,849  (包括發展及購堂: $20,600) 上週奉獻總數: $13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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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玉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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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