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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與高牆 — 鋤強扶弱的天性 
 

某天晚飯時間，鄰居傳來吵鬧的聲音，然後傳來小孩的哭聲，而且聲音越

來越響亮，聽來是大門打開了，吵鬧的內容更清楚了，原來鄰家小女孩不肯吃

飯，媽媽以責罵來強迫她進食，不過似乎小女孩相當堅持，最後媽媽打開門，

要把小女孩趕出門外，等她肯吃飯才讓她回家。 

 

你聽見這樣的吵鬧會怎麼樣？大概很多人會選擇袖手旁觀，不願多管閒事，

因為人家教子女不大方便插嘴。不過相信也有像我一樣的人，感到小孩被趕出

家門太可憐了，她不肯吃飯總有原因，這樣的教導方法是太不合適，只會引起

她情緒激動，始終她還年紀小，大人應該比小孩更能控制情緒，所以就出門外，

一方面安慰哭泣的女孩，另一方面鼓勵媽媽要有點耐性，媽媽似乎也覺得處理

不當，就轉過來一面呵護，一面把小女孩帶回家去（我們以後因此事成了朋友）。 

 

這就是我們人類的天性，對弱小者的關懷，因為在大人和小孩之間，最有

能力改變和解決問題的，當然是擁有資源和權力的大人。有人引用日本小說家

村上春樹的說話來表達這種心理：「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碰到牆壁就破碎

的雞蛋，我會站在雞蛋一邊。」2016 年村上春樹再一次沒有被選上諾貝爾文學

獎，竟然由美國民謠歌手 Bob Dylan 奪得，沒機會在頒獎禮中致辭，否則他也

許會重申他的觀點。 

 

說是重申，因為在 2009 年村上春樹獲以色列政府頒發耶路撒冷文學獎，

許多讀者都覺得他不應出席領獎，因為以色列不斷欺壓、轟炸勢孤力弱的巴勒

斯坦人，多年來已有不少無辜的人死傷，最後他還是選擇了出席，在典禮中致

詞時，向台下的以色列官員說出雞蛋與高牆的觀點，並且強調：「是的，無論高

牆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 

 

最後他還指出寫小說的原因：「是要把個人的尊嚴表彰出來，讓榮光照耀

著它。」因為當人失去了尊嚴，就只是個沒有靈魂的軀殼，每天過著行屍走肉

的生活而已。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聖靈降臨期第十五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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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113 篇 1-2 節 (舊約 881 頁) ........................... 眾  立 

主席：1 哈利路亞！耶和華的僕人哪，你們要讚美，讚美耶和華的名！ 

會眾：2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今時直到永遠！ 

3. 讚美 ........................................... 全世界都讚美 ....................................... 眾  立 

高聲地喝采，我高歌因為父神同在，掌管我一生，在我的心中不變改。 

一起共挽手，以歌聲歌頌父神成就，扭轉我一生，為我修補心窩缺口。 

讚頌你，敬奉你，要讓讚美達遠地，全球民族高聲讚揚萬有都歸與你。 

高聲唱讓世界都讚美，全世界都讚美，讓世界都讚美，人類全部連起。 

一起共挽手，以歌聲歌頌父神成就，扭轉我一生，為我修補心窩缺口。 

讚頌你，敬奉你，要讓讚美達遠地，全球民族高聲讚揚萬有都歸與你。 

讚頌你，敬奉你，要讓讚美達遠地，全球民族高聲讚揚萬有都歸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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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主給我子女名份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16 章 1-13 節 (新約 119 頁) ....................... 眾  坐 

          提摩太前書 2 章 1-7 節 (新約 324 頁) 

7. 獻詩 .................................... 求開心竅 (普天頌讚 562 首) .............................. 詩  班 

8. 奉獻 .................................... 堅守陣地 (生命聖詩 380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馬可福音 14 章 3-9 節 (新約 76 頁) ......................... 眾  坐 

10. 信息 .................................................... 一件美事 ............................................... 眾  坐 

11. 回應 .............................. 我們稱頌上主 (恩頌聖歌 45 首) .......................... 眾  立 

我們稱頌上主，來振奮歌唱； 

我們尊崇上主，最好的獻君王； 

將心底的愛，傾盡獻主前， 

心心相應同呼喊：「阿爸、聖父。」 

幫助我們敬拜得蒙你喜悅， 

傾盡力量吐心意：「主，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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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宣道會北角堂羅月眉姑娘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詩篇7-13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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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利亞團將於 9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9:30-11:30 於教會舉辦婦女情緒講
座，由資深輔導員尹美儀女士主講，幫助姊妹認識和健康地處理因自己
或家人健康出現問題時所衍生的情緒困擾，有興趣參加的姊妹請於張貼
的報名表上留名。 

5) 兒童部於 9 月 29 日 (上午 10:30-11:15) 舉行 2019 年度兒童主日學畢業
禮暨升班禮，誠邀各位兒童主日學學生、家長、老師及助教出席典禮，
分享畢業之喜及同頌主恩! 歡迎各位踴躍出席。 

6) 兒童部於 10 月 6 日至 11 月 24 日 (上午 10:30-11:20) 在本堂開辦「兒童
主日學師資培訓課程」，由兩位客席講員及本堂資深教師授課，歡迎各兒
童主日學老師、助教及家長參加，報名表及有關詳情已貼在圖書閣對出
的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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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信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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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偉賢、潘結琼夫婦於 9 月 18 日誕下女兒，母女平安，感謝主！ 

10) 會友劉惠珍姊妹(李燕怡執事之母親)於 9 月 17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
家人。 

11) 會友黃宗麟弟兄安息禮定於 9 月 28 日早上 9:30 在萬國殯儀館 303 室舉
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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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Horsley C.S.Lang (1891-1971)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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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羅月眉姑娘 羅月眉姑娘 李可珊姑娘 李可珊姑娘

主席: 余月娥姊妹 余月娥姊妹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陳朝發弟兄 柯綽瑤姊妹 區惠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麥淑容姊妹 方早晞姊妹 呂浩然弟兄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黎翠琼姊妹 林義妹姊妹 黎美滿姊妹 周寶頤姊妹 何艷愛姊妹 林文蓮姊妹 張慧清姊妹 張元娜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何少鳯姊妹 李麗梅姊妹 盧麗銀姊妹 顧建德弟兄 張滿嬌姊妹 黃曉媚姊妹 盧麗雯姊妹

當值: 呂幹雄弟兄 朱麗程姊妹 羅志威弟兄 余穎欣姊妹 李美琼姊妹 方艾洲弟兄 沙韋琪姊妹 古海劍弟兄

影音: 梁志強弟兄 梁睿熙弟兄 徐俊榮執事 楊芷瑩姊妹 郭浩賢弟兄 周　溢弟兄 劉焯凡弟兄 鄭慧芝姊妹

執事: 王偉樂執事 呂君達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弟兄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葉玉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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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曾樂兒小朋友 李俊翹小朋友 陳　灝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司事: 劉卓言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李卓恩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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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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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香娣姊妹 楊慧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黃香娣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六主日（綠）(9月29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五主日（綠）(9月22日) 

本月累積奉獻: $429,102  (包括發展及購堂: $43,040) 上週奉獻總數: $8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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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惠旋姊妹、楊妙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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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19年8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045,012       493,301         424,275    4,400        2,975       10,425      51,225          

現金支出 4,687,832       589,278         530,753    1,000        -               14,000      43,525          

現金流入/(流出) 357,179          (95,977)         (106,477)   3,400        2,975       (3,575)       7,700            

固定資產 14,346,436     14,346,436    448,553    -                -               -                13,897,883   

銀行及現金結餘 2,673,863       2,673,863      559,058    579,181    962,844   78,416      494,364        

其他資產 54,930            54,930           26,130      -                -               28,800      -                    

按揭貸款 (2,273,679)     (2,273,679)    -                -                -               -                (2,273,679)    

其他負債 (706,935)        (706,935)       (706,935)   -                -               -                -                    
淨資產 14,094,615     14,094,615    326,805    579,181    962,844   107,216    12,11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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