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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現實的信仰  
「我又見日光之下，應有公平之處有奸惡，應有公義之處也有奸惡。 我心裏說：「神必審判

義人和惡人，因為在那裏，各樣事務，一切工作，都有定時。」 

我轉而觀看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一切欺壓之事。看哪，受欺壓的流淚，無人安慰；欺壓他們的有

權勢，也無人安慰。」（傳三 16-17 ；四 1) 
 

這也算是不公平之處的「公平」，是作者讓我們會苦笑的幽默。這段日子，你在日光之下又看

見甚麼呢？你心裏又會怎樣說？作者心裏所說的，此時此刻的你又能否衷心地說阿們呢？ 
 

傳道書呈現的就是一個現實的世界，是我們不想去談，不願多看一眼，但它每天都活生生地告

訴你它的存在。有些事情發生的意義，好像就是把一直存在的現實殘忍地放在你眼前，讓你閉

上眼睛也看得見。這把你從孩童時期一直深信的良善、慈愛、信任、公正、是非分明，正邪對

立的世界從你的心裏被活剝下來（也可能因著你成長的經歷而提早頓悟），陌生而心寒。這可

能隨時在社會、教會或家庭中浮現，告訴你不能一直在睡夢之中。 
 

面對現實與真相，有人痛得眼淚直流，有人啓動自我保護的防衛機制，沒有反應，生活如常。 

有人選擇為自己和家人努力營造一個無痛、安定的環境，嘗試和現實的黑暗隔離，以保護心

靈，當中的苦心是明白的，但真的可以嗎？有些傷口已靜悄悄地在大家心靈深處留下烙印；有

些恐懼、沮喪、失望、憤怒已偷偷地搶奪內心的平安；有些無聲的吶喊在你耳邊迴盪⋯⋯ 到逼

不得已要面對真相時，傷害不一定減少。 
 

上帝沒有為著保護我們，隱瞞這世界的黑暗與矛盾。聖經歡迎你來到現實的世界，它不只提供

治癒性的安慰金句（其實很多安慰的金句都以不安的現實為背景）。真實的安慰是在正視現實

的場境下產生。你有膽量誠實去讀，聖經作者（最忠實的傳媒）願意帶你去看。但你一定要坐

穩，因為它會不識趣地教你觀照自己內心和這世界的脆弱和醜陋，令你忐忑不安。作者有時會

手下留情地對現實幽默一番，這可算是面對困苦的必殺技！不過，聖經同樣想告訴你日光之上

的現實：仍有公義的審判，不變的慈愛和真實的保護。而最重要的是，這位日光之上的上帝會

在日光之下工作，於我們不能掌握的定時中介入，帶來盼望。祂陪同我們進出於光明與黑暗之

間。我們的挑戰是：流著仍未抹乾的眼淚，帶著未能釋懷的憤怒和不安，學習信任上帝，忍耐

等候祂的「定期」，與祂同行，祈求祂賜給我們力量承載現實的艱難和刺痛，正視並醫治我們

埋藏已久，一直未好好處理的傷痕。 
 

「如果維繫謊言是整個體系最重要的支柱，那麼也就不難想像，對這一切的最根本威脅便是活

在真相之中。」                                                                     

哈維爾 《無權者的權力》 
 

生於每一個時代都有他們獨有的責任。兩代交接所面對的挑戰更大，張力會不斷出現在家庭、

教會和社會之中，不提及就能和平共處並不是聖經中的和平。社會的動盪誠實地把兩個時代的

不同呈現出來。若這帶給我們不安，那就看為上帝給我們這時代不能迴避的使命，在無力、壓

迫、刺痛和喧鬧中，小心翼翼地修補裂縫，謹守你應站的位置，緩緩前行。 

江慕慈姑娘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聖靈降臨期第七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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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85 篇 10-13 節 (舊約 848 頁) .......................... 眾  立 

啓：10 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與和平彼此相親。 

應：11  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現。 

啓：12 耶和華必賜福氣給我們；我們的地也要出土產。 

合：13 公義要行在他面前，使他的腳蹤有可走之路。 

3. 讚美 ........................................... 我心尊你為大 ....................................... 眾  立 

1 我心單單向你，我心單單愛你，我懇請你， 

 堅固我信心，平凡像我，也看顧著我。 

 我心尊你為大，我心牽引來跪拜，我心歌唱傳頌你偉大， 

 將我的心交上我下拜。 

2 你的祝福滿滿，你的胸襟壯闊，你關心我，數過我髮絲， 

 無人及你，更深愛著我。 

 「我心尊你為大，我心牽引來跪拜，我心歌唱傳頌你偉大， 

  將我的心交上我下拜。× 2」 

 「我心單單向你，我心單單愛你，你的祝福滿滿， 

  你的胸襟壯闊。× 2」 

 「我心尊你為大，我心牽引來跪拜，我心歌唱傳頌你偉大， 

  將我的心交上我下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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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願你公義降臨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138 篇 (舊約 906 頁)................................. 眾  坐 

          路加福音 1 章 1-13 節 (新約 109 頁) 

7. 獻詩 .................................... 和平之日 (普天頌讚 614 首) .............................. 詩  班 

8. 奉獻 .................................... 耶穌恩友 (生命聖詩 434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提摩太前書 2 章 1-7 節 (新約 324 頁) ....................... 眾  坐 

10. 信息 ............................................ 建立多向度的禱告 ....................................... 眾  坐 

 



 

 

11. 回應 ................................. 不住祈禱 (生命聖詩 431 首) ............................. 眾  立 

1 不住祈禱，主在身邊，不住祈禱，主必聽見； 

上主應許，真實確定，不住祈禱，主必答應。 

2 不住祈禱，求主供應，不住祈禱，主賜豐盛； 

無一禱告，主看為小，不住祈禱，主都明瞭。 

女聲： 3 不住祈禱，若遇引誘，不住祈禱，必能謹守； 

主曾受試，困苦深知，不住祈禱，主必扶持。 

男聲： 4 不住祈禱，若遇愁苦，不住祈禱，主必看顧； 

一切艱難，主看清楚，不住祈禱，主必扶助。 

5 不住祈禱，要有信心，不住祈禱，是最要緊； 

信心能除憂傷苦情，不住祈禱，主必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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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約伯記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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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5 日 (下午 1:00-2:30) 舉行兒童主日學謝師宴，現誠邀 2018-19 年

度各班兒童主日學老師、助教及兒崇事奉人員出席參加午宴，接受謝意。

為著兒童部職員籌備暢順，請各位參加者於 8 月 11 日前在報名表寫上名

字，請參閱海報或向朱姑娘查詢有關詳情。 

4)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10 月 6 日開始，共有六堂，時間是下午 1:00-2:00。凡

有意於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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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禱告良辰 (生命聖詩 427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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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袁熙群先生 袁熙群先生 周家邦先生 周家邦先生

主席: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李燕怡執事 柯綽瑤姊妹 邱頌詩姊妹 林恩庭姊妹 鄭穎儀姊妹 林恩庭姊妹 徐俊榮執事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葉海婷姊妹 葉海婷姊妹

招待: 陳惠霞姊妹 鄭倩雲姊妹 鄭美珍姊妹 陳其銘弟兄 林碧蓮姊妹 林瑞馨姊妹 繆迺頌姊妹 黃菁菁姊妹

司事: 辛列卿姊妹 柯思敏姊妹 李靜賢姊妹 黎鳳英姊妹 陳景安弟兄 黃佩貞姊妹 莫綺湘姊妹 譚慧冰姊妹

當值: 方艾洲弟兄 馬君蕙姊妹 余穎欣姊妹 羅志威弟兄 莊偉棠弟兄 甄志賢弟兄 古海劍弟兄 林志剛弟兄

影音: 郭浩賢弟兄 李芷珊姊妹 許偉賢弟兄 鄭心怡姊妹 梁志強弟兄 鍾穎嵐姊妹 蔡加德弟兄 楊芷瑩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余文耀執事 徐俊榮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朱滔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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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讀經: 梁穎心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梁穎童小朋友 何嘉熹小朋友

司事: 李卓恩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利妍臻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黃愛娣姊妹 朱美儀姑娘

温柔: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李燕怡執事 施慧君姊妹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黃麗堅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朱美儀姑娘 鍾偉貞姊妹 杜小青姊妹 楊慧玲姊妹 朱美儀姑娘 鍾偉貞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八主日（綠）(8月4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七主日（綠）(7月28日) 

本月累積奉獻: $467,272  (包括發展及購堂: $36,129) 上週奉獻總數: $9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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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可淇夫婦、黃德祺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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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