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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原來，「狐狸與葡萄」是伊索寓言的一則故事，說一隻狐狸想吃葡萄藤吊下來的

葡萄，可是無論牠怎樣奮力跳躍，都搆不著葡萄串，最後不得不放棄，倖倖然的離

開，口中不憤的說：「這些葡萄是酸的，根本不好吃，我才不稀罕。」借喻人得不到

想要的，就貶抑那東西，好讓自己好過一點。 

 所以，當周日有伊斯蘭的清真寺，被警方以藍色水誤噴污之後，政府官員包括特

首立刻前往向伊斯蘭教長道歉，有基督徒看在眼裡，覺得不是味兒，因為當日附近也

有基督教堂誤中藍色水，卻沒有得到同樣的對待，一方面認為「官府不公」，另一方

面又覺得基督教「軟弱無力」，得不到官員的尊重，連悶哼一聲都沒有。 

如果，只是引經據典：「弟兄們哪，想一想你們的蒙召，按著人的觀點，有智慧

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地位的也不多。但是，神揀選了世上愚拙的，為了使

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為了使強壯的羞愧。」（林前 1：26,27）來自

我貶抑，其實是暗地裡抬舉自己的屬靈地位，不吃這些「人間煙火」，一副不屑的樣

子，就更顯出我們「樂不思蜀」。 

 因為，我們的信仰豈是與世人爭長短？耶穌從來都沒有這樣爭取，就算在面對生

死時，也不會以「天軍」來顯示力量（太 26：53），他更指出世人會恨我們，因為我

們不屬世界（約 15：18,19），只是這本來受迫害、藐視的信仰，經歷政權的認可、長

久自由發展、和近年「成功神學」及「豐收理念」的培育，使我們忘記了基督教受苦

的本質，當面對苦難，且看不出神的干預時，就怨聲載道，覺得基督教信仰是如此軟

弱，說穿了就是不合自己的期望。 

 然後，大家就從這現實來學習信心的功課，安穩的生活並不是必然，我們唯一可

依靠的，就只有神的恩典，經歷過人生百態，弟兄姊妹才領略到「沒有義人，連一個

也沒有」的世界。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65 篇 5、8、11 節 (舊約 822 頁) ....................... 眾  立 

啓：5 拯救我們的神啊，你必以威嚴秉公義應允我們； 

地極和海角遠方的人都倚靠你。 

應：8 住在地極的人因你的神蹟懼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歡呼。 

合：11 你以恩惠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油脂。 

3. 讚美 ..............................崇拜萬有的父 (普天頌讚 10 首) ........................... 眾  立 

1 永在的天父，萬代的主宰，祢創造群生，呼召了眾人； 

求垂顧子女聚集祢跟前，恭敬同崇拜萬有的主。 

2 救世的恩主藉童女所生，天降的神子教我們真理； 

祢就是道路，領眾歸天父，此刻到永久，我生命主。 

3 至神聖主靈，憐憫的聖靈，把我們連於天父與基督； 

賜信心堅定，滿平安、喜樂，建於主磐石，永遠穩固。 (間奏) 

4 永在的天父，救贖主耶穌，聖潔的神靈三一又完全， 

永恆的契合，無盡的大愛，我們同呈獻永遠讚美。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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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高舉主大能 (普天頌讚 114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84 篇 1-12 節(舊約 846 頁) ............................ 眾  坐 

           路加福音 18 章 9-14 節 (新約 122 頁) 

7. 獻詩 ........................... 教會根基歌 (聖頌選集《5》48 頁) ......................... 詩  班 

8. 奉獻 ...........................願主更新、塑造 (普天頌讚 533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撒母耳記上 7 章 2-12 節 (舊約 381 頁) ...................... 眾  坐 

10.信息 ................................... 讓記憶成為你生命的助力 ................................. 眾  坐 

 



 

 

11. 回應 ...........................你們是世上的鹽 (普天頌讚 544 首) ........................ 眾  立 

1 你們是世上的鹽，神子民：建立主國王權！ 

發揮效用─生命素質，生活在主之城！   ** 

2 你們是世上的光，神子民：彰顯上主之城！ 

光輝聖潔照耀此世，發光為主之城！    ** 

3 你們是聖道的種子，主民：引進主國統治！ 

憐恤、公義、生機旺發，生長在主之城！  ** (間奏) 

4 我們是有福的客旅，主民！歸向主國王權！ 

樂走主道，盼望家鄉，愛是上主之城！   ** 
 

** 實踐上主的治理：恩典、平安、憐恤； 

  實踐上主的治理：公義上主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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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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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今日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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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成年主日學、兒童

詩班練習暫停一次。 

4) 本年度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舉行，有意申請轉會禮及嬰

孩奉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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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求主使用差遣 (普天頌讚 526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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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鄭穎儀姊妹 柯綽瑤姊妹 黃翰濤弟兄 林恩庭姊妹 林燕芬姊妹 林恩庭姊妹 周家揚弟兄

司琴: 林溢輝弟兄 梁頌康弟兄 林溢輝弟兄 梁頌康弟兄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區惠娟姊妹 鄭　琦姊妹 鄭美珍姊妹 陳其銘弟兄 林文蓮姊妹 何艷愛姊妹 繆迺頌姊妹 周寶頤姊妹

司事: 辛列卿姊妹 何少鳯姊妹 呂進雄弟兄 丘嘉敏姊妹 陳景安弟兄 黃慧儀姊妹 譚慧冰姊妹 雷瑞玉姊妹

當值: 麥淑容姊妹 甄志賢弟兄 朱麗麗姊妹 張金生弟兄 戴志遠弟兄 張錦雲姊妹 招楚筠姊妹 徐潔玲姊妹

影音: 黃永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黃曉媚姊妹 鄭慧芝姊妹 陳朝發弟兄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陳貽添執事 呂君達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潘燕玲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葉蔓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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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　- -　- 梁穎童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　- -　- 利汶謙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信實: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陳可媚姊妹 朱美儀姑娘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夏麗婷姊妹 趙修培姊妹 楊慧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陳玉燕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徐保仙姊妹 楊慧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周寶頤姊妹

兒童佈道會 兒童佈道會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一主日（綠）(11月3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主日（綠）(10月27日) 

本月累積奉獻: $440,071  (包括發展及購堂: $44,350) 上週奉獻總數: $96,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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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建德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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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