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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禱告 
 
假期中看了一本書1，當中談及聖經人物的禱告2，有值得分享的地方。書的導論引用了海勒爾

(Friedrich Heiler)提出，舊約以色列人的禱告是「原始的」，簡單及直接地在禱告中表達意願，甚

至是與神針鋒相對，作出質疑。相對於現時我們理性的禱告卻摧毀了當中的原始性。文中有以下

的描述； 

『在當代的教會生活中，基於理性上的某些假設和世故的心理，大部份禱告都明顯簡化為一種

情感作用。這點可見於我們禱告時會慣性地「感到舒服了」，以及慣性地稀釋自己的祈求，不作

大膽的懇求，因為我們的現代性已假設：終歸沒有誰在聆聽。』3 
 
但當我們對現實的處境感到無法承受，就會從理性中釋放出這「原始的」禱告表達。在危急時，

這「原始的」字句、聲音才可以表達出人性內心真實的須要；理性的禱告未能乘載人心裡的苦澀。 
 
今時今日的理性，叫我們的禱告變了公式，要分為高高在上「聽禱告的神」，及卑微的「禱告者」；

但聖經中不同的禱告經文，這些舊約人物卻讓我們看到當中的「原始」，與神同之間兩者的角色

並不是單一，即不是單單神在上、人在下。第二個特點是禱告的「公共性」4及「道德性」，要放

諸天下皆可應用；但在舊約中，卻看到另外的一面：是個別性，也不一定是普世的道德觀，如約

伯向神的禱告及神對他經歷的回應。 
 
第三點想與大家思想是神回應禱告的方法，先說一個例子：面對公開考的信徒，「被教導」了神

會施恩予人，所以應付考試同時，常常在街上傳福音、禱告，一心等待著「敬虔」可換來好成績

這「福」，結果事與願違，他不再返教會。這是真實的事件，當中引起大家思想到甚麼？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或說：「你的罪赦了」，神可以隨時施恩予人。但在聖經又見到，神

施恩的同時，多會使用人在其中參與，在神的掌權下，以人力作配合，施恩的事件才成就。舊約

中以色列立國、被滅、回歸，神也用人去成就祂施恩或刑罰的心意。以學生準備考試為例，重點

是時間的分配，信徒不應以此為原因，停了教會的生活。敬虔並不與勤力預備考試有衝突，神也

會用人的手去施恩予人5。 

『究竟「一切是出於上帝的作為還是人的成就」就個問題，以色列拒絕二擇其一。』
6
 

 
神與以色列人在立約的基礎上，人可以作出「原始的」禱告；在新約中的我們，從聖經的教導又

有何領受？ 

陳志輝先生

                                                
1 這分享不是書籍推介。 
2 作者描述禱告者及聽禱告的神所用的字句，不會在一般華人教會使用，有斟酌之處。 
3 「讀舊約學禱告」，天道書樓，布魯格曼著，尹妙珍譯，頁 23。 
4 面對所有的人群和公共生活的議題。 
5 例如挪亞一家要親手去造方舟，不是單單禱告。 
6 頁 95。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節期第六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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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98 篇 1、4 節(舊約 861 頁) .......................... 眾  立 

啓：1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 

應：4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呼，要揚聲，歡唱，歌頌！ 

3. 讚美 ............................. 榮耀歸於真神（生命聖詩 8 首) ........................... 眾  立 

1 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為愛世人甚至賜下獨生子， 

 獻上祂生命為人贖罪受害，永生門已大開人人可進來。  ** 

2 救主流寶血，何等全備救恩；真神應許賜給凡信祂的人； 

罪人中之罪魁若真心相信，一信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  ** (間奏) 

詩：3 父神啟示真理，祂成就大事，藉聖子耶穌我們歡欣無比， 

班  將來見主面我們必更驚訝，何等奇妙改變，更純潔無瑕。 ** 
 
**  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聆聽主聲；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 

  請來藉聖子耶穌來到父前，榮耀歸主，祂已成就大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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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慶主復活 (生命聖詩 127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約翰福音 15 章 9-17 節 (新約 166 頁) ...................... 眾  坐 

           約翰壹書 5 章 1-6 節 (新約 387 頁) 

7. 獻詩 ........................ 基督，救主，君王 (恩頌聖歌 196 首) ..................... 詩  班 

8. 奉獻 ............................................... 彩虹印記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士師記 17 章 7-13、18 章 14-20 節 (舊約 356 頁) ............ 眾  坐 

10.信息 .......................................... 別把真神偶像化 ....................................... 眾  坐 

11.回應 ................................向高處行 (生命聖詩 368 首) ............................. 眾  立 

1 我今直向高處而行，靈性地位日日高昇； 

當我前行禱告不停，求主領我向高處行。** 

2 世界充滿疑慮恐懼，非我所要生活之處； 

別人或願長居此境，但我追求向高處行。** 

3 我願離開屬世生活，魔鬼暗箭何足傷我， 

憑信得聞天上音樂，聖徒所唱頌讚詩歌。** 

4 我願攀登最高之地，得見天堂榮華美景， 

不住祈求直到天庭，求主領我向高處行。** 
 

**求主助我，使我穩健，憑信站在屬天高原， 

 我心嚮往更高之地，求主領我向高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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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區聯會副總幹事莫澤明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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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崇拜職事人員季會定於 6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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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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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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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藍田堂將舉辦[急救證書課程]，日期：7 月 28 - 9 月 1 日(星期日)，下午 1:30 

至 6:30。 課程時數為三十小時， 課程除介紹急救原則外，學員可認識及練

習急救處理方法，包括心肺復甦法、不省人事、出血、休克、骨折及燒傷的

處理等。完成課程後，學員會被安排由聖約翰救傷隊進行考試。經考試及格

後，可獲簽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的急救證書，有效期為 3 年。歡迎年

滿 13 歲弟兄姊妹參加，(費用$420)，請聯絡 Kammy 報名，6 月 16 日截止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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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效主捨己 (生命聖詩 128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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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莫澤明牧師 莫澤明牧師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席: 周家揚弟兄 周家揚弟兄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陳　諾弟兄 馬君蕙姊妹 陳　諾弟兄 蔡小鳳姊妹 李芷珊姊妹 陳朝發弟兄 李芷珊姊妹 邱頌詩姊妹

司琴: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執事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執事 林溢輝弟兄 林溢輝弟兄

招待: 高燕麗姊妹 林瑞馨姊妹 鄭美珍姊妹 陳其銘弟兄 陳醮英姊妹 林碧蓮姊妹 黃嘉鳳姊妹 方子仁弟兄

司事: 蔡月媚姊妹 文嘉麗姊妹 黃菁菁姊妹 盧麗銀姊妹 譚富霖弟兄 黃慧儀姊妹 麥寶儀姊妹 黎鳳英姊妹

當值: 馬君思姊妹 張錦雲姊妹 彭秀群姊妹 余穎欣姊妹 張錦雲姊妹 曾偉珩弟兄 林志剛弟兄 楊彼得弟兄

影音: 陳朝發弟兄 李雪葵姊妹 呂進雄弟兄 鄭心怡姊妹 葉德誠弟兄 李雪葵姊妹 許偉賢弟兄 陳其銘弟兄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君達執事 林禮標弟兄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丘嘉敏姊妹 楊彥君姊妹 林義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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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李嘉懿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盧穎君小朋友 何嘉熹小朋友

司事: 李卓恩小朋友 何文熹小朋友 盧穎言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林　臻弟兄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林　臻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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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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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偉貞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趙修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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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香娣姊妹 徐保仙姊妹 林淑容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節期第七主日（白／金）(6月2日) 聖餐復活節期第六主日（白／金）(5月26日)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19年4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2,910,857       494,224         444,424    4,500        2,200       6,400        36,700          

現金支出 2,476,735       632,212         533,367    1,000        -               11,000      86,845          

現金流入/(流出) 434,122          (137,988)       (88,943)     3,500        2,200       (4,600)       (50,145)         

固定資產 14,588,061     14,588,061    496,541    -                -               -                14,091,520   

銀行及現金結餘 2,750,806       2,750,806      704,492    560,581    945,847   70,159      469,727        

其他資產 71,867            71,867           28,667      -                -               43,200      -                    

按揭貸款 (2,430,144)     (2,430,144)    -                -                -               -                (2,430,144)    

其他負債 (729,113)        (729,113)       (729,113)   -                -               -                -                    
淨資產 14,251,477     14,251,477    500,586    560,581    945,847   113,359    12,131,103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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