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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讀 10 分鐘 

 
上一次北上，仍然有把握來回六個小時車程看完一本書。這是第一次看韓國

人寫的書—當然是翻譯本了，最初是被書名：《晨讀 10 分鐘》所吸引，推動閱讀
也是筆者的意願，加上作者竟然有 78 種高效策略，來幫助人「快樂閱讀、增進
學習」，自然沒有太多考慮就拿上手。 
 

況且作者南美英是韓國閱讀教育開發院院長，擁有文學博士學位，還是個童
話書作家，所以不多不少也墮入名人效應中，結果再一次證實名牌言過其實的現
象。作者認為今天學生閱讀時間減少，最重要是因為他們每天沒有固定的閱讀時
間，當然背後可能由於功課、補習、上網、父母不鼓勵等原因，所以她就提出每
天早上給孩子閱讀十分鐘的建議，他的理據出自於「吃過早餐後上學的孩子，成
績比較好」的理論，還要必須喚醒大腦才行，這就如運動前暖身的作用一樣，在
上課前輕鬆、沒有壓力的「晨讀 10 分鐘」，腦袋就可漸漸進入「學習模式」，這
看來是言之成理的道理，問題是：這可是個經過實驗證明的理論？對於一個博士
當然不期望這種沒理據的主張—就算早上閱讀 10 分鐘是一件好事，但晚上讀就
沒有果效了嗎？ 
 

這樣就影響對作者提出其他主張的可信性了，例如她提出「一般公認一本好
書的條件」，除了「禁得起時間和空間的檢驗」可以說得上是公認之外，其他如
「主人翁具有正義和正直的性格」、「裝幀、插圖優美」、「字體和紙張符合標準」
真是見人見智，沒有十足的定論吧。 
 

至於那 78 種高效策略，開始就提出「從『味道好』的書開始」，還以為是指
有趣味性的書，卻注重在「沒有過多冷僻詞彙」、「沒有過份強調說理和道德」、
而又能「讀後能使人感覺有益於成長的書」，為什麼不先引起孩子讀書的興趣，
先讀一些有趣味性的書，為什麼閱讀一定要與學習成長掛钩？ 
 

終於作者在鼓勵「每天都是讀書天」的一章，說出她的心底話：「那些以優異
成績進入頂尖大學，令父母自豪的學生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喜歡閱讀」，原
來這才是作者推動閱讀的目的！難怪她認為「每天閱讀，跟每天進行大腦訓練是
一樣的」。這樣對於她提出「讀好朋友正在讀的書」、「身上隨時帶著一本書」一
類筆者也在做的行為，都變成為了取好成績而閱讀了，這與筆者為興趣而閱讀的
方針南轅北轍，其他策略都乏善可陳了。 
 

所以筆者在批評之餘，身體力行在每周日午飯後，實行向小朋友說故事（已
開始了），從而引發小朋友閱讀的興趣，不是為了學習成績，只為了小朋友從中
得到樂趣而已。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復活節期第五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22 篇 25-26 節 (舊約 777 頁) .......................... 眾  立 

啓：25 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 

 我要在敬畏耶和華的人面前還我的願。 

應：26 願困苦的人吃得飽足，願尋求耶和華的人讚美他。 

 願你們的心永遠活著！ 

3. 讚美 ...............................稱謝復活主 (普天頌讚 273 首) ............................ 眾  立 

**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向復活主稱謝！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頌讚歸主名！ 

1 耶穌是天地創造主，基督是萬有的君王。  ** 

2 向萬人宣揚大喜訊：基督受死，復活得勝！ ** 

3 我若和祂一同釘死，必同復活，生命永恆。 ** 

4 讓我們歌頌永活神，一同歡欣讚美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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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往以馬忤斯路 (普天頌讚 272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23 篇 (舊約 777 頁).................................. 眾  坐 

啓示錄 7 章 9-17 節 (新約 406 頁) 

7. 獻詩 ..................... 昔在、今在、永存基督 (普天頌讚 270 首) .................. 詩  班 

8. 奉獻 .................................. 基督復生 (普天頌讚 262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馬可福音 4 章 35、5 章 1-20 節(新約 59 頁) .................. 眾  坐 

10. 信息 ......................................... 我們渡到那邊去吧! ...................................... 眾  坐 

11. 回應 ............................憑信，不憑眼見 (普天頌讚 287 首) ........................ 眾  立 

1 憑信生活，不憑眼見；聆聽基督恩言， 

權柄、力量無可相比，同在—今昔體驗。 

2 雖未觸摸主手、肋旁，未經主踏道路， 

憑信歡欣，同聲宣認：基督—我神！我主！ 

3 疑惑不信，求主幫助，信心增長加添， 

向主呼求，祢即應允，尋找必得尋見。  (間奏) 

4 待此信心之路走完，踏進光明之境， 

親瞻聖範，看清主容，定見豐富、無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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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夏天姑娘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路加福音 1 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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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約翰急救續證課程」定於 6 月 1 日(星期六)下午 1:00 至晚上 9:00 舉 

  行，請有意報讀的弟兄姊妹與會計文員 Kammy 報名，費用$320；考試日 

  期 6 月 15 日(星期六)晚上 7:00 至 10:00，今日截止報名。 

5) 執事會訂於 5 月 21 日(二)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並求主

賜智慧共商聖工。 

6) 麥牧師於 5 月 23 至 26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7) 2019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於 7 月 15 至 20 日舉行，主題：「大舞台、小演

員」名額 80 人，時間：上午 9:00 至 12:30，地點：藍田堂，歡迎小一至

小六兒童參加（2019 年 9 月升讀年級），今日開始接受報名，如有興趣參

加之兒童請填妥報名表格及連同現金$250 交會計文員 Kammy。截止報名

日期：6 月 16 日，請各家長報名從速。 

8) 「執事信徒領袖訓練」於 6 月 13 日及 27 日晚上 8:00 至 10:00 在副堂舉行， 

 由區伯平牧師(區聯會牧顧長)主領，誠邀現任與過往曾任執事及信徒領袖 

 參加，一同學習建立團隊，報名表已貼於圖書閣對出的間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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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復活奇工 (普天頌讚 494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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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夏天姑娘 夏天姑娘 莫澤明牧師 莫澤明牧師

主席: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周家揚弟兄 周家揚弟兄

讀經: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李芷珊姊妹 周家揚弟兄 陳　諾弟兄 馬君蕙姊妹 方早晞姊妹 蔡小鳳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執事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執事

招待: 張潔綾姊妹 鄭　琦姊妹 梁淑敏姊妹 周寶頤姊妹 高燕麗姊妹 林瑞馨姊妹 鄭美珍姊妹 陳其銘弟兄

司事: 李笑歡姊妹 鮑慧賢姊妹 羅志威弟兄 吳友蓮姊妹 蔡月媚姊妹 文嘉麗姊妹 黃菁菁姊妹 盧麗銀姊妹

當值: 甄志賢弟兄 高燕萍姊妹 呂君達執事 劉嘉敏姊妹 馬君思姊妹 張錦雲姊妹 彭秀群姊妹 余穎欣姊妹

影音: 陳貽添執事 周鈺貽姊妹 劉焯凡弟兄 鄭慧芝姊妹 陳朝發弟兄 李雪葵姊妹 黃曉媚姊妹 鄭心怡姊妹

執事: 李燕怡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林二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楊明麗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　- -　-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讀經: -　- -　- 李嘉懿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司事: -　- -　- 利汶謙小朋友 何文熹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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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佩鈴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喜樂: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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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節期第六主日（白／金）(5月26日) 復活節期第五主日（白／金）(5月19日) 

本月累積奉獻: $319,080  (包括發展及購堂: $25,788) 上週奉獻總數: $1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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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美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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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