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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給最愛的眼淚 - 信仰必修科 

 
 那城裏有一個女人，是個罪人，知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裏坐席，就拿著盛滿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穌

背後，挨著他的腳哭，眼淚滴濕了耶穌的腳，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用嘴連連親他的腳，把香膏

抹上。【 路七 37-38】 
 

一場平常的社交飯局，一堂有關罪與愛的課堂，一次真假信仰的完美示範。 
 
她的眼淚，一直藏在她的心裏，可能未曾亦未能向人流出來。一滴一滴，像有無盡的心聲想傾訴，

承載著她無數的冤屈、無法言喻的難受，無能為力的悔疚，但也帶著無聲的感激，無盡的深情。飯

局客套的背後，是壓惡的嘴臉，無情的漠視、惡意的排斥、標籤和閒言。這些傷人不見血的寒流，

來到今天，也顯得模糊了。她一直沒有注視在場議論紛紛的人。最珍貴的香膏，最深藏的淚水，是

留給重視你，接納你，尊重你的人，你視線應聚焦的方向。 
 

她的行動像是向在場的人摑了一巴掌，給他們最強力的反擊，給自己最大的肯定，給耶穌最珍貴的

回應。她所做的，對在場的人是刺眼，對自己是醫治，對耶穌是窩心。 
 
她，看穿宗教的光環，守護被愛和被尊重的權利，能辨別哪兒才是信仰的入口，值得信靠的對象。 

這成為救贖她的重要一步。「你的信救了你！」何等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是耶穌為這女人發聲，

為她作出肯定的宣告。耶穌亦以這句話 K.O. 在場的人，間接地向他們發出嚴厲的警告：你們再不

正視自己的問題，好好向這女人學習，甚麼身份、知識、規條、禮儀、宗教術語、教會聚會甚至道

德標準都救不了你！  
 

誰大誰惡誰正確？耶穌從不賣賬。這女人在耶穌眼中是蒙恩的罪人；連自己的罪，信仰的焦點都弄

不清，就真的是可憐的罪人了。 
 

有罪的女人（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從心底敬佩妳），妳知道嗎？妳有多美麗和勇敢，

有多堅強和深情。若我在場，必定站立，向妳報以最大的掌聲，作出最深的致敬。你為自己站出

來，為耶穌豁出去。妳不知道，妳為無數被漠視，被貶低，被中傷，被踐踏的人出了一口氣。耶穌

藉著妳為他們討回一個公道，還他們一份應有的尊嚴。妳更為已扭曲的信仰尋回它應有的面貌。感

謝妳，告訴我們何為信仰的深度和温度。妳完美地演繹愛的真相：無懼、專注、真誠、感激和堅

定，沒有言語，極具深情。同時亦為我們痛快地揭露罪的本相：虛偽、懦弱、狹隘、高傲，太多言

語，冷酷無情。對！妳生命的價值從來都不應該由他們判定，亦不需要為著他們的目光而活。若基

督教界有終生成就獎，我必定提名你。不過，你的票數必定少過彼得、但以理、 約瑟、大衞或者

這場飯局裏的法利賽人。因為投妳票是政治不正確，耶穌亦常常犯這毛病。不要難過，他得票應該

比妳少得多，因為他在很多同温層的人眼中是滋事者，煽動別人不守安息日；是十惡不赦的犯罪份

子，沒有與罪人割蓆，還說自己可以赦罪。 
 

願香港的教會出現更多「有罪的女人」，以珍貴的眼淚與香膏，清洗漸漸昏暗的心靈，撫平內心的

傷痕，洗淨臉上的脂粉，以赤裸樸實的心靈，獻呈給尊重和接納我們的主。風潮中的教會，不需要

宗教的光環，可以簡化宗教的體制，但不可缺少「有罪的女人」，以抗衡涼薄、扭曲的世態，抵擋

邪惡的權勢，找回真摰的靈魂，在基督寶血所買贖的教會建立互建互重互諒的真誠關係。 
 

困難嗎？困難。不可能嗎？不是。值得我們努力經營、守護嗎？ 

江慕慈姑娘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聖靈降臨期第十九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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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119 篇 97-98、104 節 (舊約 891 頁) .................... 眾  立 

啓：97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應：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裏，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合：104 我藉著你的訓詞得以明白，因此，我恨惡一切虛假的行徑。 

3. 讚美 .................................. 主治萬方 (生命聖詩 16 首) ............................... 眾  立 

           表彰我主大能 (生命聖詩 15 首 v4) 

生 16： 1 日月所照萬國萬方，耶穌必為統治君王； 

東西南北海洋極岸，主國普及永久無疆。 

2 各處各方萬族萬民，共享主愛歌頌不停， 

嬰孩也來同聲讚美，及早頌揚救主聖名。 

3 在主治下多蒙福樂，罪人跳出捆綁束縛， 

倦者能享永恆安息，豐盈富足賜與貧者。 

4 受造羣生皆當奮興，特向君王尊崇致敬， 

天使不停歌頌歡欣，地上萬民同應阿們。 

生 15： 4 我靈，我心，宣揚榮耀聖道，應許穩固堅定，恩惠至豐； 

我靈，我心，永遠宣揚我主，述說祂大能大德永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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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美樂頌 21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18 章 1-8 節 (新約 122 頁) ........................ 眾  坐 

提摩太後書 3 章 14-4 章 5 節 (新約 333 頁) 

7. 獻詩 ............................. 敞開你心頌主 (普天頌讚 95ｃ首) .......................... 詩  班 

8. 奉獻 .................................. 樂頌神恩 (生命聖詩 307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阿摩司書 7 章 7-17 節 (舊約 1374 頁) ....................... 眾  坐 

10. 信息 ............................ 「這裡有王的聖所，有王的宫殿」 ......................... 眾  坐 

 

 



 

 

11. 回應 ............................教會獨一的根基 (生命聖詩 215 首) ........................ 眾  立 

1 教會獨一的根基，是主耶穌基督，她是主的新創作， 

從水與道而出，主從天上來尋她，作主聖潔新婦， 

甘願流自己寶血，捨身將她買贖。 

2 教會雖召自萬邦，信徒卻成一體，同有救恩的憑證， 

一主一信一洗，同尊獨一的聖名，同享唯一天糧， 

同懷專一的盼望，同蒙恩愛無量。 

默想： 3 教會歷盡了苦難，世人譏笑毀謗，內爭分裂她身體， 

異端叛道中傷，聖徒儆醒爭相問，黑夜到底多長？ 

哭泣將變為歌唱，轉眼即見晨光。 

4 教會在地卻聯合，真神三位一體，已享安息的聖徒， 

奧祕甜蜜團契；懇求主賜恩我們，能像快樂聖徒， 

同樣溫柔且謙虛，與主天上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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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詩篇3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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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會友大會及 2020-21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7 日早上 10:15 舉行，請會

友準時出席，會友大會議程已張貼於圖書閣對出的間隔上。當天青成年主

日學、兒童詩班練習暫停一次。 

4) 兒童部於 10 月 27 日 (上午 9:00-10:15 及 11:30-12:45) 在本堂康樂室舉行

小學生兒童佈道會，並邀請小丑佈道隊帶領福音信息，歡迎各位兒童主日

學學生及家長邀請新朋友出席佈道會。請參閱張貼於圖書閣的海報有關詳

情。屆時幼稚級兒童崇拜及主日學照常在課室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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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藉我賜恩福 (生命聖詩 247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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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穎君執事 楊穎君執事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顧建德弟兄 陳卓欣姊妹 呂潔儀執事 柯綽瑤姊妹 鄭穎儀姊妹 柯綽瑤姊妹 黃翰濤弟兄

司琴: 周　悠姊妹 朱天諾姊妹 周　悠姊妹 朱天諾姊妹 林溢輝弟兄 梁頌康弟兄 林溢輝弟兄 梁頌康弟兄

招待: 鄭倩雲姊妹 梁銘章弟兄 黎美滿姊妹 唐建寛姊妹 區惠娟姊妹 鄭　琦姊妹 鄭美珍姊妹 陳其銘弟兄

司事: 鄧愛賢姊妹 何惠敏姊妹 李敏池弟兄 黎鳳英姊妹 辛列卿姊妹 何少鳯姊妹 呂進雄弟兄 丘嘉敏姊妹

當值: 馬君思姊妹 鍾志堯弟兄 彭秀群姊妹 劉柏堅弟兄 麥淑容姊妹 甄志賢弟兄 朱麗麗姊妹 張金生弟兄

影音: 陳貽添執事 李芷珊姊妹 蔡加德弟兄 陳其銘弟兄 黃永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黃曉媚姊妹 鄭慧芝姊妹

執事: 王偉樂執事 李燕怡執事 陳貽添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潘燕玲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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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 -　- -　-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　- -　- -　- -　-

司事: -　- -　- -　- -　-

信實: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夏麗婷姊妹 趙修培姊妹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夏麗婷姊妹 趙修培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徐保仙姊妹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徐保仙姊妹

兒童佈道會 兒童佈道會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主日（綠）(10月27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九主日（綠）(10月20日) 

本月累積奉獻: $343,535  (包括發展及購堂: $40,850) 上週奉獻總數: $166,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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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耀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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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19年9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641,860       596,849         516,879    6,150        4,600       15,880      53,340          

現金支出 5,212,277       524,445         468,920    1,000        -               11,000      43,525          

現金流入/(流出) 429,584          72,404           47,959      5,150        4,600       4,880        9,815            

固定資產 14,286,352     14,286,352    436,878    -                -               -                13,849,474   

銀行及現金結餘 2,746,267       2,746,267      607,017    584,331    967,444   83,296      504,179        

其他資產 56,986            56,986           28,186      -                -               28,800      -                    

按揭貸款 (2,234,450)     (2,234,450)    -                -                -               -                (2,234,450)    

其他負債 (701,043)        (701,043)       (701,043)   -                -               -                -                    
淨資產 14,154,112     14,154,112    371,038    584,331    967,444   112,096    12,11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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