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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安心 

 

這則新聞傳出，令人難以安心，可以說整個世界都為此黯然垂淚，為何好好的會發生這種

幾乎不可挽回的事，已有七百多歷史的巴黎聖母院大教堂 Notre Dame 幾乎毀於一炬。 

筆者認識巴黎聖母院始於少年時，讀了法國文學家雨果 Hugo 的《鐘樓駝俠》（或譯巴黎聖母

院），故事就發生於這大教堂；加西莫多出生就是個駝子，樣子奇醜，給父母遺棄在聖母院門

前，被副主教克洛德收養，長大後留在聖母院負責敲鐘，卻被鐘聲震破耳膜，命運悲慘，只是

這位副主教其實虛有其表，除了虛偽奸詐之外，還是個好色之徒。 

一個愚人節，流浪的吉卜賽女子在廣場上表演歌舞，其中一個叫埃斯梅拉達的，因長得美

麗動人而吸引許多人的目光，包括副主教克洛德，並瘋狂愛上她，於是就吩咐加西莫多把她擄

來，加西莫多視副主教為恩人，所以就遵命跟蹤這些吉卜賽女子，伺機下手。 

一個潦倒詩人格蘭加爾，也被埃斯梅拉達的美貌吸引，就在加莫西多下手時誤打誤的撞破了，

不過被強壯的加西莫多打暈，而宮廷的弓箭隊隊長菲比斯也聞風而至，把加西莫多拘捕，將埃

斯梅拉達救出來，埃斯梅拉達就愛上了年青俊朗的菲比斯，卻不知菲比斯原來是個輕浮、只喜

歡尋歡作樂的人。 

格蘭加爾醒來，被長期受欺壓的乞丐抓去，要把他吊死報復，卻碰上埃斯梅拉達，為了救

人而願意認他為丈夫，免了他一死。另一方面，可憐的加西莫多被判鞭笞之刑，在刑場上受盡

折磨，副主教克洛德當沒有看見就跑開了，只有心地善良的埃斯梅拉達不計較他所做的，取水

來給他喝，加西莫多也傾慕這吉卜賽女子。 

不知就裡的埃斯梅拉達約會菲比斯，見面之時，副主教克洛德尾隨他們，出於妒忌而用刀

刺傷菲比斯，卻將罪行嫁禍給暈倒的埃斯梅拉達，因而被控殺人罪，她以為菲比斯死了，而痛

苦萬分，在「穿鐵靴」酷刑下，她承認了控罪，被判處絞刑，奸詐的副主教克洛德來到監獄，

以帶她離開為條件，要她接受他的愛意，只是埃斯梅拉達斷然拒絕。 

埃斯梅拉達被押上刑場時，菲比斯正與另一個女子在旁看熱鬧，只有鐘樓上的怪人加西莫

多挺身而出，把埃斯梅拉達救了出來，藏在聖母院中，只是副主教克洛德半夜走來，準備對埃

斯梅拉圖謀不軌，幸而加西莫多及時趕到，才發現副主教醜陋的面目。 

法院下令追捕埃斯梅拉達，全城乞丐都聞訊來營救，引起一場騷亂，為鞏固王位的國王路

易十一下令把暴徒殺盡，並把「女巫」絞死，一時間令聖母院前屍橫遍野，埃斯梅拉達被兩個

黑衣人救走，一個是她的「丈夫」格蘭加爾，另一個就是死心不息的副主教克洛德，還盡最後

機會威脅埃斯梅拉達，她再一次拒絕，陰險的副主教就跑去告密，這時收留埃斯梅拉達的老修

女，發現她就是尋找了十五年的女兒，可是一切都太遲了，軍隊在菲比斯帶領下來到，把奮力

抵抗的老修女打死，埃斯梅拉達被帶走。 

加西莫多雖然漸漸認清副主教克洛德的面目，卻因為他也是自己的恩人，種種情感糾纏在

一起，他發現副主教上了聖母院的塔頂，觀望埃斯梅拉達行刑的情景，他也跟上去，最

後…….。 

想不到這悲劇在今天從大火中重現。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節期第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33 篇 (舊約 902 頁)................................. 眾  立 

啓：1 看哪，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應：2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合：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 

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3. 讚美 ................................. 永活基督 (普天頌讚 274 首) .............................. 眾  立 

  1 永活基督！聖徒頌讚。十架空懸立天地間。 

  萬家萬戶歡欣歌唱，不滅大愛淹蓋死亡。 

  2 永活基督！不再受限，祂超歲月、地域、空間。 

  隨時隨在，救拯、醫治，伸展遍及各方各處。 

詩：3 座設高天，雖遠猶近，俯聽萬民痛苦哀音。 

  主權王杖，高天統領，救主旨意通達馳行。 

  4 種族分歧，禍患、戰爭，恨怨之中主竟同行； 

  基督仁愛，可治傷創，絶望欣逢生機盼望。 

  5 永活基督，顯示神愛。福音遍傳今世、萬代。 

  直到海天、眾生歡騰，充滿公義、讚美、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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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主復生(普天頌讚 269 首)..................................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使徒行傳 4 章 32-35 節 (新約 185 頁) ....................... 眾  坐 

約翰壹書 1 章 1 節-2 章 2 節 (新約 383 頁) 

7. 獻詩 .............................逾越羔羊已獻 (普天頌讚 285 首) .......................... 詩  班 

8. 奉獻 ................................................... 在主裡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5 章 1-11 節 (新約 94 頁) ........................... 眾  坐 

10.信息 ............................................... 誰願走更遠 ............................................. 眾  坐 

11. 回應 .............................開到水深之處 (生命聖詩 371 首) .......................... 眾  立 

1 上主之慈愛猶如極大海洋，遼闊淵深無可限量； 

 把纜索解脫趕快離開岸邊，駛入上主豐富恩海洋。** 

2 可惜有多人只站在海岸邊，浩浩大洋徒自觀看，  

 從不敢挺身出去冒險探求，也不願開到深水中間。** 

3 聖徒應開到大海洋深水處，此處豐盛救恩湧流，  

 應駛入上主慈愛生命海洋，就必知主恩浩大深厚。** 

** 開到水深之處，趕快離開岸邊，開到，開到神慈愛大海洋，主恩豐滿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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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歷代志下 16 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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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奉獻之收據今日起派發給弟兄姊妹。 

4) 本年度的事奉人員退修會定於 5 月 1 日於本堂舉行，主題為「佈道-生活化」，

誠邀所有參與事奉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留意海報有關詳情，已開始報

名，截止日期為今日。 

5) 5 月 1 日晚祈禱查經班暫停。 

6) 2019 年神學主日學將於 5 月 2 日開始，逢星期四晚上 7:45 至 9:30 於本堂舉

行。課程名稱是「解構啟示錄」，共 5 堂，由黃漢輝博士(信義宗神學院新約

副教授)任教。已報名的弟兄姊妹請留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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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課程

簡介可參閱電子屏幕或張貼於圖書櫃門的海報。 

 

 

 

 

 

8) 福蔭團契於 5 月 11 日下午 2:00-4:00 有專題講座，由余德淳愽士主講，題

目：「快樂不缺少」，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9) 會友彭熾弟兄安息禮定於 5 月 4 日早上 10:30 在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舉行，

求主安慰其家人。 

10) 會友張慧清姊妹母親之安息禮將於 5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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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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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Festival Fanf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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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應用 

 

甚麼才是信心倚靠?「能走更遠」不是指事件按人所求而成就，而是走人未想過會成就的

「路」。這「路」會指到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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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余月娥姊妹 余月娥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林恩庭姊妹 連卓鴻弟兄 林恩庭姊妹 朱麗麗姊妹 連思樺姊妹 顧建德弟兄 連思樺姊妹 徐俊榮執事

司琴: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趙惠蘭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盛霞姊妹 李淑蓮姊妹 林義妹姊妹 黃香娣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司事: 辛列卿姊妹 何惠敏姊妹 方子仁弟兄 莫綺湘姊妹 陳景安弟兄 柯思敏姊妹 譚慧冰姊妹 丘嘉敏姊妹

當值: 曾偉珩弟兄 麥永佳姊妹 古海劍弟兄 羅志威弟兄 陳惠霞姊妹 方艾洲弟兄 劉柏堅弟兄 招楚筠姊妹

影音: 張淑敏姊妹 陳卓恩姊妹 呂進雄弟兄 林溢謙弟兄 陳永祐執事 鍾穎嵐姊妹 郭　宏弟兄 藍天晴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君達執事 余文耀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潘燕玲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冼文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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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寶頤姊妹 周寶頤姊妹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林洛琛弟兄 陳凱彤小朋友 李俊翹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司事: 梁穎童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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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劉小麗姊妹

和平: 葉佩鈴姊妹 林綽盈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笑歡姊妹 葉佩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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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復活節期第三主日（白／金）(5月5日) 聖餐復活節期第二主日（白／金）(4月28日) 

本月累積奉獻: $433,501  (包括發展及購堂: $29,700) 上週奉獻總數: $5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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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月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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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