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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積蓄仇怨 

緬甸是一個佛教國家，居住在緬甸的羅興亞人不會說緬甸語，而穆斯林的身份令

他們長期被緬甸人視作侵略者。2013 年 7 月的《時代雜誌》刊登了一名佛教極端主義

僧侶 Ashin Wirathu 的講話，指出穆斯林人口在緬甸的繁殖速度就像老鼠一樣，遲早令

緬甸成為伊斯蘭教國家，必須驅逐穆斯林出境。然而，當時的穆斯林人口不足百分之

五，絕不會威脅緬甸的宗教信仰。但仇恨的言論卻埋藏在人心裡，經過多年來雙方的

衝突，緬甸軍方最終於 2017 年 8 月發動大規模的武裝行動，屠殺和殘害羅興亞人，燒

毀村莊，迫使逾六十萬羅興亞人越境逃往孟加拉。 
 

美國哲學教授 大衛·利文斯頓·史密斯(Dr.David Livingstone Smith)指出，所有殘酷發

生之前，人們都要突破一道心理防線，先將人去矮化、賤化及非人化，例如以「野獸」、

「蟑螂」、「蝨子」、「狗」等貶損他人的詞語套用在對方身上，成為低人一等的動物或

昆蟲，使臨到對方的暴力合理化，猶太人被大屠殺之前也曾出現這現象。納粹黨衛軍

的全國領袖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負責執行希特勒(Adolf Hitler)屠殺猶太人的任務，

希姆萊曾發表仇恨猶太人的言論：「反猶太主義就是除蝨。重點是要保持乾淨......我們

只剩下兩萬隻蝨子，重點是要讓他們在德國全境絕跡。」希姆萊將猶太人非人化為討

厭的蝨子，加上其他反對猶太人的言論如「猶太人殺害耶穌基督是該死的」，令屠殺猶

太人的暴行被當時的人民所接受。 
 

散播仇恨和紛爭是神所恨惡的罪（箴 6:16-19），神的兒子耶穌基督雖然被人恨惡和

殺害，祂卻不被惡所勝：「（耶穌說）「可是我告訴你們這些聽的人，要愛你們的仇敵！

要善待恨你們的人！要祝福詛咒你們的人！要為凌辱你們的人禱告！......你們若只愛

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可感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你們要仁慈，像

你們的父是仁慈的。」」（路 6:27-36）愛仇敵並非易事，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憶述

2014 年遇襲被送院和復康初段的困難時期，分享到自己若沒有體會主的恩典深重，亦

未必能夠原諒行兇者，以愛待人的前提是真切經歷到神的大愛。求主的愛去改變我們，

幫助我們能正視和正確地處理生氣或忿怒的情緒，留意自己有否被惡所勝，有否因為

別人不同的文化、種族或持有不同的意見而產生怨恨，不去積蓄仇怨，仰望為人伸冤

的主。 
陳麗樟姑娘 

https://book.jd.com/writer/%E5%A4%A7%E5%8D%AB%C2%B7%E5%88%A9%E6%96%87%E6%96%AF%E9%A1%BF%C2%B7%E5%8F%B2%E5%AF%86%E6%96%AF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Dr.David%20Livingstone%20Smith_1.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D%E7%B2%B9%E5%BE%B7%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5%A0%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BD%E7%B7%A8%E8%BC%AF


 

 

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敬拜主 (世紀頌讚 49 首).................................. 眾  立 

會眾：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榮耀、能力，一切讚美都歸給祂。 

敬拜主，敬拜權柄的主，從祂寶座能力流出，歌聲高揚。 

來高舉，一同高舉主耶穌聖名，來彰顯，一同彰顯耶穌榮耀王。 

敬拜主，敬拜尊貴的主，祂曾捨命，今得榮耀，萬王之王。 

3. 宣召 ......................... 希伯來書 13 章 15-16 節 (新約 359 頁) ...................... 眾  立 

15 我們應當藉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 

這是那宣認他名的人嘴唇所結的果子。 

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分享，因為這樣的祭物是神所喜悅的。 

4. 讚美 ................................... 創造奇功 (生命聖詩 38 首) ............................... 眾  立 

1 仰看天空，浩大無窮，萬千天體縱橫錯綜，合成整個光明系統，共宣真神創造奇功。 

一輪紅日，西落升東，是神太初創造大工，發射光輝照耀天空，顯示真神能力無窮。 

2 當空明月清輝如雪，面向大地輕輕細說，重新述說生平來歷，讚美真神創造奇蹟； 

在她周圍，無數明星，有如萬盞光耀天燈，一面遊行一面頌神，不停讚揚創造深恩。  

(間奏) 

3 雖然他們肅穆沈靜，圍繞地球來復運行，雖然他們不發聲音，僅依軌跡發出光明， 

明智的耳，卻能傾聽他們所發榮耀歌聲，在光明中讚美頌稱，“造我之主，全能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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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歌頌主愛 (生命聖詩 67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112 篇 (舊約 880 頁) ................................. 眾  坐 

           路加福音 14 章 7-14 節 (新約 116 頁) 

8. 獻詩 ........................... 稱頌！讚美歡欣 (頌禱新歌 29 頁） ........................ 詩  班 

9. 奉獻  ................................................ 跪在主前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使徒行傳 7 章 51-60 節 (新約 190 頁) ....................... 眾  坐 

11. 信息 ............................ 司提反殉道 ─ 立塲與情緒的糾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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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oral Prelude：Casw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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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約翰福音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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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部已開始為兒童主日學生安排入學登記及收取全年習作費，每位學

生$120（溫柔班及信實班學生除外），請各家長到圖書閣辦理登記及繳費

手續。 

4)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將於 9 月 7 日（六）上午 10:00-11:30 在香

港聖公會聖約翰座堂（香港中環花園道 4-8 號）舉行免費大型講座，由曾

詠恆醫生主講，題目：「癌症‧生命奇遇記」，歡迎弟兄姊妹帶同親友參加，

9 月 14 日福蔭團契改為前往此活動。 

5) 2019-2020 年度第一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9 月 15 日開始，上課時間是上

午 10:30-11:15。這季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於今天開始報名。各課程簡

介已上載於藍田堂網站、電子屏幕或留意圖書櫃門的海報。 

6) 9 月 21 日（六）晚上 8:00 至 9:30 舉行泰國宣教士分享會，由朱佩儀宣教

士及蔡玉英傳道負責分享，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同心守望宣教需

要。是日所有團契參與聚會。 

7) 10 月 27 日舉行會友大會，屆時亦會選舉新一屆執事。邀請參與選舉之提

名信今天起派發予合資格之弟兄姊妹，請肢體認真禱告尋求主，並於 9 月

22 日前交回條（參加與不參加均須回應）。 

8)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6/10、13/10、20/10、27/10、3/11 及 10/11 進行，共六

堂，上課時間為是下午 1:00-2:00。凡有意於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

工索取申請表。 

9) 袁熙群傳道已於 2019 年 8 月 9 日向本堂請辭，並於 2019 年 9 月 8 日正式離

任，袁先生將由明天起作離職前休假。感謝袁先生一直以來對弟兄姊妹的牧養，

求主引領他往後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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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靠主剛強 (世紀頌讚 418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睇真 D 
陳麗樟姑娘 

吳可淇弟兄、陳樂獻弟兄 

高中主日學       亂世中的召命人生 劉皓然弟兄、林恩庭姊妹 

成人主日學 (基礎)      同遊《撒母耳記》- 第一站  江慕慈姑娘 

成人主日學 (中級)        跨文化福音之旅 劉麗梅姑娘 

成人主日學 (進深) 情【緒】不自禁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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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席: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讀經: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鄧民亮弟兄 林洛琛弟兄 區惠娟姊妹 林洛琛弟兄 區惠娟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執事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執事

招待: 陳醮英姊妹 黃香娣姊妹 李淑蓮姊妹 李敏池弟兄 鄭　琦姊妹 鄧柏齡弟兄 康　全弟兄 張慧清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賴文湘姊妹 謝月芬姊妹 陳詩韻姊妹 黃寶強弟兄 黃慧儀姊妹 黃菁菁姊妹 溫寶儀

當值: 温麗儀姊妹 葉德誠弟兄 劉柏堅弟兄 鄧民亮弟兄 林景輝弟兄 黃翠屏姊妹 徐潔玲姊妹 劉嘉敏姊妹

影音: 陳貽添執事 周　溢弟兄 呂進雄弟兄 鄭美珍姊妹 葉德誠弟兄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王偉樂執事 呂潔儀執事 李燕怡執事 徐俊榮執事

插花/司數: 吳綺薇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錢惠如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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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盧穎君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鄔瑜正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盧穎言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余凱琳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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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朱美儀姑娘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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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燕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杜小青姊妹 楊慧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三主日（綠）(9月8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二主日（綠）(9月1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490,573  (包括發展及購堂: $51,225) 上週奉獻總數: $6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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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蓁、瑞林、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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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