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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不安中的平安 

隨著香港社會踏入「反修例」政治風暴至今，已有五個多月的日子，作為香港人在日常生

活中或多或少也受著公眾活動及集會遊行而影響生計; 甚或外出人身安全被受挑戰。輕則出外

上班道路受阻，重則連工作也出現開工不足，或遇到失業問題，尤其是有些市民在餐飲業、零

售業或旅遊業等工作，更是首當其衝面臨失業危機，確實令人擔憂 ! 雖然我們在港生活感到動

盪不安、憂心忡忡及心情煩躁。可是當你轉念以正面態度望向那些負面的人與事，總會發現人

的盡頭就是神的開始，在困境之中還是神恩處處，祂的信實何等廣大和每一天帶給我們的眷顧

都是新恩，祂的恩典總是夠我們用的。 

 然而在過去五個多月以來小女子不論是上班、或是放假出外邀約朋友、或是帶家人出外就

醫等; 多次因著抗爭者出來堵塞馬路下而帶來乘坐交通工具不便，甚至要在乘車過程改道而行。

猶記得有一次從內地返港要轉乘小巴回屯門家，當走到車站才發覺大排長龍，問個究竟後方知

因為公眾示威抗爭活動而封路，於是只好帶著焦急的心情轉乘的士回家，可是又遇到的士司機

以安全理由拒載，來來回回截了四至五部的士也是這樣拒載，正當內心因著找不到車回家而感

到徬徨不安之際，排在後面的一位妙齡女士主動向我提出一起乘車，其後等了一會的士司機把

車駛到站頭問我們想去那地區，結果那司機表示我們要去的地區道路正有警民衝突對峙引致不

安全，不過那很好人的司機叔叔表示願意繞道而行讓我們能安全回家。從這件微小事情上，發

現那兩位香港人也活出一份樂於助人、守望相助及敢於冒險的精神，值得加許也 ! 

此外，在上一個月安排了年度退修營，本想一連三天可以靜修及閱讀靈修書籍，怎料那天

剛好是「禁蒙面法條例」實施日，下午已收到消息在港島區已展開一連串示威集會，剛好我要

前往的退修地區是在港島區，於是趁著還有地鐵便出行，後來也平安抵達退修中心，晚上地鐵

服務便很早關閉，打從內心很感恩可以順利到退修營。當晚港島區的示威活動也相當激烈及爆

發了另一場警民衝突，給港島區弄得烽煙四起及許多店鋪

被縱火下火光熊熊，頃刻間深深感受到這次退修營經歷動

盪中的平安，在退修中腦海裏不斷浮現一幅基督教的油

畫 ; 就是雀鳥安然住在雀巢中，即使外面世界有雷雨交

加或是身陷暴風險境之中，那雀鳥還是安然無恙經歷從神

而來的保護並能平安過度暴風雨的危險 ! 正如詩篇 91 : 

1-2 (和修本)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蔭

下。我要向耶和華說：「我的避難所、我的山寨、我的上

帝，你是我所倚靠的。』 祈願住在香港的所有人均能平安

度過這場政治風暴，經歷從神而來的平安 ! 阿們 ! 

(圖片下載自 www.trainingthechild.org)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基督君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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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耶利米書 23 章 5 節 (舊約 1160 頁) ......................... 眾  立 

看哪，日子將到，我要為大衛興起公義的苗裔； 他必掌王權， 

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這是耶和華說的。 

3. 讚美 ................................................. 城裏哀歌 ............................................... 眾  立 

正  ： 我心忐忑無法停下，我心憂傷難以忍耐， 

無力的面對，城在風暴裡人在激盪裡求生。 

副 1 ： 此時我怎唱讚美詩，懇求祢聽我的哀歌， 

此城裡苦困充斥求祢垂念 憐憫施恩惠。 

副 2 ： 此時我怎唱讚美詩，懇求祢聽我的申訴， 

此城裡公允給掩蓋求祢明辨求祢審判。 

4. 歌頌 ............................................. 黑暗終必過去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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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1 章 68-79 節 (新約 87 頁) ........................ 眾  坐 

           歌羅西書 1 章 11-20 節 (新約 307 頁) 

7. 獻詩 ................................. 耶穌是主 (恩頌聖歌 116 首) ............................... 詩  班 

8. 奉獻 .............................威嚴神聖之名 (普天頌讚 323 首) .......................... 眾  坐 

9. 見證 ......................................... 廖文華弟兄 (早堂) ....................................... 眾  坐 

              葉子謙弟兄 (午堂) 

10. 信息經文 ................ 使徒行傳 20 章 17-35 節 (新約 212 頁) ...................... 眾  坐 

11. 信息 ............................................... 告別的叮嚀 ............................................. 眾  坐 

12. 回應 ................................. 堅定相信 (生命聖詩 341 首) .............................. 眾  立 

1 有時黑影來遮掩，濃霧隱蔽前路；有時黑雲增無已，白晝竟亦似暮。 

  當記得我們天父，祂必護佑引導；神仍愛祂的兒女，祂垂聽禱告。  ** 

2 有時道路甚荒涼，孤單獨行淒苦；已忘記慈悲天父，祂必保守看顧。 

  多少憂傷冤枉受，都因信心缺少；神仍愛祂的兒女，祂垂聽禱告。  ** 

3 你若愁苦壓心頭，背負重擔難受；路途縱崎嶇難走，記住神必護佑。 

  祂恩典必夠你用，足可忍受煩惱；神仍愛祂的兒女，祂垂聽禱告。  ** 

** 堅定的相信，神垂聽禱告；堅定的相信，不要失望； 

  你擔子雖然極重，愁苦又壓心頭，神仍然看顧引導，祂垂聽禱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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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宣道會柴灣堂楊靖紀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詩篇 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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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元旦大旅行將於 2020 年 1 月 1 日（三）舉行，行程包括海下灣海岸

公園、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西貢市集。已開始接受報名，收費如下： 

* 成人：每位 170 元  

* 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18 年歲或以下學生：每位 100 元 

* 兩歲或以下幼童（佔車位、不佔餐位）：每位 65 元 

   弟兄姊妹請參閱貼於圖書閣對出間隔之海報上有關詳情。 

5) 本年度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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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12 月 8

日下午 2:00。 

6) 2020 年佈道會定於 3 月 28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主題：「變幻中的平

安」，講員為余德淳博士。請弟兄姊妹一同為講員的信息、籌備及邀請來

賓的工作祈禱。 

7) 會友葉慧靜姊妹及何遠鵬弟兄訂於本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0:00 在本會禮

堂舉行婚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8) 現試行以「二維碼」讀取程序表及大字版，歡迎會眾使用並提出意見。 

9) 陳麗樟姑娘於今天早上外出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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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堅固磐石 (生命聖詩 277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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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楊靖紀牧師 楊靖紀牧師 李英聰先生 李英聰先生

主席: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雷書昊弟兄 李燕怡執事 雷書昊弟兄 陳其銘弟兄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賴文湘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文姊妹 潘裕圖弟兄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陳惠霞姊妹 林碧蓮姊妹 張元娜姊妹 李淑蓮姊妹 鄭倩雲姊妹 黃香娣姊妹 黎美滿姊妹 周潔頤姊妹

司事: 鄧愛賢姊妹 陳翠珍姊妹 麥寶儀姊妹 莫綺湘姊妹 李翠碧姊妹 黎蓮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羅志威弟兄

當值: 余國培弟兄 張漢榮弟兄 楊彼得弟兄 羅志威弟兄 黃翠屏姊妹 王炳生弟兄 余穎欣姊妹 黃香娣姊妹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梁睿熙弟兄 呂進雄弟兄 楊芷瑩姊妹 劉焯凡弟兄 李芷珊姊妹 郭　宏弟兄 鄭慧芝姊妹

執事: 王偉樂執事 呂君達執事 王偉樂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蔡加德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李嘉懿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譚梓泓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司事: 梁穎心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盧穎言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信實: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陳可媚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黃鑾鳳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陳玉燕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林笑寶姊妹

仁愛: 楊慧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一主日（紫）(12月1日) 聖餐基督君王節（白／金）(11月24日) 

本月累積奉獻: $457,783  (包括發展及購堂: $43,550) 上週奉獻總數: $9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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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月芬姊妹、黃德祺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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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19年10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6,159,195       517,334         445,483    4,650        3,437       13,207      50,557          

現金支出 5,733,429       521,152         454,907    1,000        1,000       11,000      53,245          

現金流入/(流出) 425,766          (3,818)           (9,424)       3,650        2,437       2,207        (2,688)           

固定資產 14,225,252     14,225,252    424,188    -                -               -                13,801,065   

銀行及現金結餘 2,742,449       2,742,449      597,593    587,981    969,881   85,503      501,491        

其他資產 60,986            60,986           32,186      -                -               28,800      -                    

按揭貸款 (2,195,012)     (2,195,012)    -                -                -               -                (2,195,012)    

其他負債 (700,103)        (700,103)       (700,103)   -                -               -                -                    
淨資產 14,133,573     14,133,573    353,863    587,981    969,881   114,303    12,107,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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