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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作袮和平之子 

目前面對當下香港充滿了撕裂的社會氣氛，與及社會群體對不同政治見解
及政權存在著不同意見、不信任、矛盾、紛爭、衝突、暴力等事件 ; 不禁讓我們內
心情緒難免會出現對香港未來發展的忐忑不安、對於社群之間衍生出互不信任的撕
裂和衝突關係感到焦慮、難過、憤怒、悲傷等感受。 

因此近日內心也不斷浮現一首多年被遺忘的詩歌「聖法蘭西斯的禱文」轉載自
美樂頌第七十九首 ; 詩歌內容是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怨恨之中使用你的愛，
在憂傷之中傳送你寬恕，在懷疑之中顯出你信實。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失望之處
帶出你盼望，在罪惡黑暗發出你的光，在難過心靈播下你喜樂。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願寬恕別人好像你寬恕，願施與別人好像你施與，願燃燒生命得永遠生命。副歌：
幫助我不要單單求安慰，更願意努力安慰幫助人，不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接受
愛，更加願意付出愛。」再翻查網上一些文獻資料時，發現這首詩歌中的禱詞寫作
背景和由來，並不是出自中世紀聖方濟各修士手筆，而是來自二十世紀初的產物。
這個 「和平禱詞」的文本於 1912 年首次出現於法國，印在一本小小的靈修雜誌《小
鈴》La Clochett，是巴黎一個名為「神聖彌撒聯盟」善會的刊物。 到後期，這首禱
詞一直在天主教堂中被神父和教友用作祈禱和唸頌默想之用，甚至於 1914-1918 年
及 1939-1945 年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廣泛地被印製發行和在歐洲流傳，目的是用
來安慰那些正處於戰亂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與及其內心所渴望和平的心聲。及後
更被基督教收納輯錄於詩歌本作為唱頌之用，可見這首禱詞在歷世歷代的信徒中間
帶來心靈上的療癒。 

    這首詩歌唱頌時旋律很寧靜，當默想到歌詞帶給我們作為基督徒在社會中
的身分角色時，更是被受提醒要成為效法基督和神的兒女生命，在世上活出和平與
友愛的見證，這核心價值信念植根於主耶穌基督降身為人來到世界之中，即使面對
著希律及羅馬統治的政權下，仍然不畏強權將真理表明出來。在祂走遍各城各鄉傳
揚福音，面對著四周不信的人及法利賽人和文士挑戰祂所教導的真理及提出質詢時，
主基督仍不忘記自己是神的兒子身分來面對敵對者的壓迫。甚至祂在面對無理審訊
時仍採取被罵不還口的表達。然後祂以謙卑及不以與神同等為強奪的態度甘心被釘
在十字架上，彰顯祂愛拯救世人的使命。 

主基督在世上親身展現出的國度，正是侯活士在《和平的國度------基督教倫理
學獻議》一書中所言「上帝國度和基督生平、受死、復活締造和平及非暴力國度。」
並且提醒 「基督徒是應上帝呼召進入效法基督的生命來展現愛與寬恕的和平歷史
旅程，以達致為愛上帝而順服祂的律例和分別為聖的德性生活。 繼而要視世人和
仇敵均屬上帝創造的眼光來看待，從而實現愛鄰舍和愛仇敵的品格。」 

但求主使我們能作袮和平之子，在現今撕裂的香港中不去作播散紛爭的人，而

是成為袮福音的使者，以愛與和平的信息來建立鄰舍的關係。阿們 !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九年八月四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八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我們尊袮為主 (恩頌聖歌 449 首) .......................... 眾  立 

   我們尊祢為主，同來讚美祢榮光， 

   天地萬有敬拜祢，昔、今、永在的父。阿們。 

3. 宣召 .............................詩篇 107 篇 1、8 節 (舊約 874 頁) ......................... 眾  立 

主席：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會眾：8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稱謝他。 

4. 讚美 ................................. 神在聖殿中 (普天頌讚 12 首) ............................. 眾  立 

1 上主在祂聖殿，全權全能聖父，我們崇拜，繞祂足前； 

 謙恭屈膝主前，事奉至聖上主，頌主憐憫樂施恩典； 

 來呈獻讚美聲，因祂拯救賜福，今天親臨聖殿。 

2 基督進祂聖殿，我們領受主言，喜樂無盡，信祂聖言； 

 脫離罪惡權柄，憂傷、暗晦盡除，救主來賜歡欣、光明； 

 來呈獻讚美聲，基督解脫罪綁，今天親臨聖殿。  (間奏) 

3 懇求進祢聖殿，仁慈良善聖靈，求以眾心作祢家園， 

 親居我們心內，不斷工作運行，感動我們遵祢旨意； 

 到那日獻頌聲，應許美妙難述，歡呼永住聖殿。阿們。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生命之神 (普天頌讚 36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12 章 13-21 節 (新約 112 頁) ...................... 眾  坐 

           歌羅西書 3 章 1-11 節 (新約 309 頁) 

8. 獻詩 ..................... 榮耀歸主歌 (黎本正合唱曲集《二》1 頁） .................. 詩  班 

9. 奉獻 .................................. 同領主餐 (普天頌讚 443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詩篇 7 篇 (舊約 761 頁)................................... 眾  坐 

11. 信息 .......................................... 被時代選中的門徒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 Franconia (Blest are the pure in heart) / Adagio Op57 ......... 眾  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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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本堂友周家邦先生為我們分享信息。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約伯記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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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蔭團契於 8 月 10 日下午 2:00-4:00 有專題講座，由戚彥君醫生分享，

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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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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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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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Allegro maestoso,Opus 15,no7 Gustav Merkel(1827-85)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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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周家邦先生 周家邦先生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徐俊榮執事 徐俊榮執事

讀經: 林恩庭姊妹 鄭穎儀姊妹 林恩庭姊妹 徐俊榮執事 林洛琛弟兄 甄志賢弟兄 林洛琛弟兄 陳其銘弟兄

司琴: 葉海婷姊妹 葉海婷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林碧蓮姊妹 林瑞馨姊妹 繆迺頌姊妹 黃菁菁姊妹 林燕芬姊妹 張穎明姊妹 温寶儀姊妹 周潔頤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黃佩貞姊妹 莫綺湘姊妹 譚慧冰姊妹 袁麗娟姊妹 呂玉潔姊妹 李敏池弟兄 方子仁弟兄

當值: 莊偉棠弟兄 甄志賢弟兄 古海劍弟兄 林志剛弟兄 高燕萍姊妹 戴志遠弟兄 曾建恆弟兄 彭秀群姊妹

影音: 梁志強弟兄 鍾穎嵐姊妹 蔡加德弟兄 楊芷瑩姊妹 李建業弟兄 李育如姊妹 陳國榮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徐俊榮執事 陳貽添執事 陳永祐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義妹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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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梁穎童小朋友 何嘉熹小朋友 鄔瑜正小朋友 李穎潔小朋友

司事: 利妍臻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劉卓瑋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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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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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 黃麗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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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燕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九主日（綠）(8月11日) 聖靈降臨期第八主日（綠）(8月4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555,184  (包括發展及購堂: $47,829) 上週奉獻總數: $8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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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振豪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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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