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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世界不像你預期......  【王上十九章】 

 
這刻的以利亞從一個充滿振奮的圖畫跌回殘酷的現實，由呼風喚雨的英雄變為落難的逃犯。 
 
對以利亞最致命的，不是怕死。若他怕死，根本不會多次向亞哈及耶洗別挑機 (3 節：「害怕」原文是

「看見」)。讓他跌入萬丈深淵的是前所未有的失望，但不是對耶洗別這兇狠專橫的外邦領袖，而是對以

色列王亞哈的無能、心硬並以色列人的變節失望。更甚的是，是對自己和上帝失望。以利亞可能說：「我

不如放棄，付出這麼多，出現了一次又一次的奇蹟，但最終還是沒有為社會帶來改變。黑暗的勢力仍然

強橫，好像更囂張地肆虐。上帝，這一切奇事發生又有何作用呢？奸惡與虛假的嘴臉顯得更加討厭，你

的子民明明見識過偶像的虛假仍然向不公不義的王權俯首稱臣！他們還怪我累街坊！為何在此處沒有任

何神蹟？摩西可以帶著以色列民在法老眼皮下浩浩蕩蕩地走出來，我呢？竟成了逃犯！」 
 
上帝不以崩山碎石、烈風地震的壯觀排場出現，卻選擇在微小聲音的背景中回應他。這位在迦密山為以

利亞顯大神蹟的上帝，同樣可以在毫不起眼的平凡甚至沉默之中臨在。三個膏立，代表著上帝在歷史中

的掌權，對不義的人會按祂的時間表工作。而每個人(甚至敵人)有他在歷史中的位置和作用。而以利亞需

要告訴自己：已盡了力，可以做的也做過了，效果就算不似如期，就放手信任上帝。若不義從未缺席，

公義的上帝更是。你的工作會有停下的一天，但上帝不會。祂會把各人心裏的醜惡與美善，都一一看‧

在‧眼‧裏！ 
 
以利亞，我尊敬你，並不是因為迦密山上勝利的風采。我欣賞你的風骨、熱情和勇敢。你沒有對罪惡麻

木或屈服權勢，期盼的也不是升官發財，經濟暢旺或只顧吃喝玩樂。而是為著神國的彰顯，公義公平的

實現。你的血汗、淚水、委屈、無助、孤單是那麼真實、我們心也碎了......感謝你！你的心志正提醒我們

這一代的信徒。送給你一首我們年代的流行歌當中的幾句歌詞：「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仍懷著一顆

謙卑，來面對不安的天氣。 風雨不會沒了期，終於會等到夢寐，全城在變遷，不減你是你。」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絕望的冬天。                                    Charles Dickens《雙城記》 
 
很想對在羅騰樹下，無力的你說：無論我們怎樣看這個時代，在上帝眼中，仍是祂掌管的時代。願你能

看見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七千同路人，欣賞、體恤看似站在亞哈那邊的俄巴底 (王上十八 1-16)在限制、受

壓下對上帝敬畏的心，他心裏也很難受。更重要的是，看見一直守護全城的上帝。起來走吧，照上帝所

說，回去站在你應站的位置，完成上帝給你的領受和職份就足夠了。耶洗別的政權儘管可惡，但並不是

永遠的，上帝的國度才是。你可以為亞哈禱告嗎？他的確出賣自己，但其實上帝一直在等他悔改(王上廿

一 20-29)。 亦懇求你體諒可能不太明白你，卻十分愛錫你、很想保護你的人，珍惜彼此的關係，以尊

重、和平和愛填補彼此間的距離。我們實在心痛你，你知道嗎？所以你一定要盡力照顧、保護自己，好

嘛？好好為自己清洗傷口，沉著應戰，因為你要走的路仍很遠...... 
 
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公義公平，若亞哈未能給你，長夜漫漫，就在艱難和黑暗中，讓我們陪你一起仰望上
帝吧！                                                                 
 

江慕慈姑娘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第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申命記 5 章 12-14 節上 (舊約 245 頁) ....................... 眾  立 

12 當守安息日為聖日，正如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 

13 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 

14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的神當守的安息日。 

3. 讚美 .............................主愛在心燃起 (生命聖詩 160 首) .......................... 眾  立 

1 真神賜大權能，在我輭弱心中，時刻蒙主保守，恩典不斷湧流； 

 自有聖靈在心，一切歸主管理，奇妙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2 在十架前跪下，我今樂意奉獻，全放在祭壇上，從今直到永遠； 

 救主代付贖價，慈聲呼喚我名，活祭今獻壇上，聖火燃燒不停。** 

 （間奏） 

3 我無善行可取，惟靠救主應許，在主裏蒙收留，藉主恩得拯救。 

 榮耀全歸真神，哈利路亞高唱，主愛澆灌心中，心靈火焰挑旺。** 

 
** 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聖靈充滿心靈，榮耀全歸主名，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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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聖靈奇工 (生命聖詩 155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馬可福音 2 章 23-28 節 (新約 56 頁) ........................ 眾  坐 

          哥林多後書 4 章 5-12 節 (新約 274 頁) 

7. 獻詩 .............................願祢的國降臨 (普天頌讚 490 首) .......................... 詩  班 

8. 奉獻 .............................. Ja Nuns Hons Pris (奴僕之心）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詩篇 90 篇 9-12 節 (舊約 854 頁) ........................... 眾  坐 

         哥林多前書 15 章 57-58 節 (新約 268 頁) 

          馬太福音 11 章 28-30 節 (新約 19 頁) 

 



 

 

10.信息 ............................................... 勞苦不徒然 ............................................. 眾  坐 

11. 回應 ............................................... 恩典太美麗 ............................................. 眾  立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恩典太美麗，無甚麼可取替， 

唯求將心全然給主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神，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這天降服於主腳前，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 

獻我一生傳揚福音，來證實主愛何寶貴； 

請觀看稻田，主的莊稼在面前，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忠於使命，不惜一切來回應，能事奉你是最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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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遠東廣播張連有先生蒞臨本堂證道。 

3)「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尼希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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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暑期聖經班家長講座於 7 月 20 日(上午 9:00-10:00)舉行，講題：張力關係 

中的「操控」與「放手」，並邀請韓桂芬姑娘主講(中國基督教播道總會  

─ 基督教教育總主任)，歡迎各位家長出席參加，可留意海報有關詳情。 

5) 藍田堂將舉辦「急救證書課程」，日期：27/7、3/8、10/8、17/8，上午 9:00

至 5:30。課程時數為三十小時，考試日期及時間：31/8-14:00-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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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請聯絡 Kammy 報名，7 月 14 日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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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靜候聖靈 (生命聖詩 159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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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張連有先生 張連有先生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林逸孜弟兄 林逸孜弟兄

讀經: 林洛琛弟兄 甄志賢弟兄 林洛琛弟兄 梁麗珠姊妹 柯綽瑤姊妹 連卓欣弟兄 柯綽瑤姊妹 張金生弟兄

司琴: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林美荃姊妹 梁頌康弟兄 林美荃姊妹 梁頌康弟兄

招待: 黎翠琼姊妹 高燕麗姊妹 黃菁菁姊妹 張慧清姊妹 何艷愛姊妹 張潔綾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司事: 陳景安弟兄 黎蓮妹姊妹 譚建偉弟兄 盧麗雯姊妹 顧建德弟兄 張滿嬌姊妹 李麗梅姊妹 文玉玲姊妹

當值: 温麗儀姊妹 孔憲榮弟兄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弟兄 黃翠屏姊妹 林景輝弟兄 古海劍弟兄 劉柏堅弟兄

影音: 張淑敏姊妹 梁睿熙弟兄 雷偉勝弟兄 林溢謙弟兄 陳貽添執事 李育如姊妹 陳國榮弟兄 陳希婷姊妹

執事: 陳貽添執事 呂君達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弟兄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丘嘉敏姊妹 楊彥君姊妹 錢惠如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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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朱天諾姊妹 朱天諾姊妹

讀經: 陳　灝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曾樂兒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司事: 劉卓言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譚恩翹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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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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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偉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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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林淑容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三主日（綠）(6月30日) 聖靈降臨期第二主日（綠）(6月23日) 

本月累積奉獻: $415,141  (包括發展及購堂: $50,308) 上週奉獻總數: $7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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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民亮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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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19年5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3,411,856       500,998         416,304    5,050        4,008       26,448      49,188          

現金支出 3,059,280       582,545         527,020    1,000        -               11,000      43,525          

現金流入/(流出) 352,576          (81,547)         (110,716)   4,050        4,008       15,448      5,663            

固定資產 14,530,020     14,530,020    486,909    -                -               -                14,043,111   

銀行及現金結餘 2,669,260       2,669,260      593,777    564,631    949,855   85,607      475,390        

其他資產 58,762            58,762           29,962      -                -               28,800      -                    

按揭貸款 (2,391,063)     (2,391,063)    -                -                -               -                (2,391,063)    

其他負債 (723,247)        (723,247)       (723,247)   -                -               -                -                    
淨資產 14,143,731     14,143,731    387,400    564,631    949,855   114,407    12,12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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