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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真相 Factfulness 
 
 上次證道提及這書時連書名都忘記了，因為名字是創作出來的，意思大概是強調事實真相，

作者 Hans Rosling 是個醫生，卻喜愛追尋事實真相，花了幾年時間，整理一些被人誤解的事

實，寫成書之後還四處講學，令他驚奇的是連最有學問的人：大學教授、政府官員，都可以

誤解事實的真相：仍然抱著幾十年前的數字，認為世界還是富有與貧窮、完全發展與發展中

這樣壁壘分明。 
 
 在他提出的十三條問題中，每一題答對的都不超出 25%，照作者的意見就算給猩猩從三個

選項中胡亂作答，按概率也會超過 30%答對，即是說連猩猩也比人聰明，你要嘗試一下嗎？

（答案在頁底） 

 

1. 世界上收入比較低的國家中，有多少女孩完成小學程度？ 

A. 20% 

B. 40% 

C. 60% 
 
2. 世界上最主要的人口聚居地是？ 

A. 低收入國家 

B. 中等收入國家 

C. 高收入國家 
 
3. 過去 20 年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人口： 

A. 差不多倍增了 

B. 維持差不多數量 

C. 減少接近一半 
 
作者認為大多數人都答錯了，是因為仍然使用十多二十年前的數據，其實只要簡單從聯合國

發出的報告，就可以找到最新的數據來，顯示出一個正在邁向進步的世界，以往的完全發展

與發展中的界線已模糊得像不存在，換言之人的生活是越來越好的，問題是為什麼那麼多人

不覺得如此？ 
 
作者歸咎於人不注重數據只顧感受，而人又總對困難的經歷不能忘懷，所以雖然世界改變了，

人仍然停留在以往的艱難歲月。筆者聽過一個應用數據的故事：一個人的一條腿浸在燙滾的

水中，另一條腿浸在冰冷水裡，那麼數字平均起他應該很舒服，不，他感受壞極了。 

 

我們不覺得世界越來越好，因為一方面數字上是好的，我們卻感受不到好的感覺：只有人的

敗壞，從古到今從來沒有改善過，為了名利、權力可以幹出各種不公義、欺詐的事來，更不

要說這大半年來全世界受疫症威脅，卻看不到各國攜手合作，只有互相指責、各家自掃門前

雪，筆者覺得這是疫症仍然肆虐的主因，這些感受是那麼切膚之痛，怎可叫人覺得世界好了？ 
 
答案 1：C，2：B，3：C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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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廿三主日（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70 篇 1-2、4 節 (舊約 829 頁) 眾立 

1 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華啊，求你速速幫助我！ 

2 願那些尋索我命的，抱愧蒙羞； 

 願那些喜悅我遭害的，退後受辱。 

4 願所有尋求你的，因你歡喜快樂； 

 願那些喜愛你救恩的，常說：「當尊神為大！」 

3. 讚美：堅固保障 (生命聖詩 50 首) 眾立 

1 上主是我堅固堡壘，永不動搖之保障； 

 上主是我隨時幫助，使我脫危難恐慌； 

 歷代仇敵撒但，仍欲興波作浪，他奸狡又勢强， 

 殘忍毒辣非常，無比兇惡真難防。 

女：2 我們若靠自己力量，雖然奮力必失敗； 

 有大能者在我一方，祂是上主所選派； 

 若你問祂是誰？基督耶穌元帥，又稱全能主宰， 

 世世代代不改，祂至終勝利奏凱。 

男：3 縱全世界充滿鬼魔，恐嚇要將我毀滅， 

 我們不怕，因有神旨，靠主真理必告捷； 

 幽暗之君雖猛，我們也不心驚，狂暴我們能忍， 

 因他永刑已定，主言一出即倒傾。 

4 主言權能無邊無量，遠勝世上眾君王， 

 我們領受聖靈恩典，因主時常在我旁。 

 親戚貨財可捨，渺小浮生可喪，身體縱被殺害， 

 真理依然興旺，上主國度永久長。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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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神的保護 (生命聖詩 46 首) 眾坐 

1 我要舉目，抬頭仰望聖山，緬懷主愛， 

   我的幫助，我寶貴的救恩從何而來？ 

   從上主而來，使我蒙眷佑，偉大主宰創造天地宇宙。 

2 祂保護你，雙足必不搖動，安穩無比， 

   祂不睡覺，祂眼也不打盹，常保護你， 

   祂永不睏倦，也永不睡眠，有主眷顧，何等穩妥安全。 

詩班： 3 主耶和華必親自保守你，永不改變； 

    主耶和華在右邊蔭庇你，賜你恩典， 

    白日太陽必不使你遇災，夜間月亮必不令你受害。 

4 主耶和華必保護你性命免受災殃， 

 你出你入耶和華保護你十分安康， 

 榮耀尊貴主，必如此恩眷，祂保護你從今直到永遠。 

6. 誦讀經文 眾坐 

阿摩司書 5 章 18-24 節 (舊約 1372 頁) 

18 想望耶和華日子的人有禍了！ 

為甚麼你們要耶和華的日子呢？那是黑暗沒有光明的日子， 

19 好像人躲避獅子卻遇見熊；進房屋以手靠牆，卻被蛇咬。 

20 耶和華的日子豈不是黑暗沒有光明，幽暗毫無光輝嗎？ 

21 「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 

22 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我卻不悅納， 

也不看你們用肥畜獻的平安祭。 

23 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離我，因為我不聽你們琴瑟的樂曲。 

24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 

 

帖撒羅尼迦前書 4 章 13-18 節 (新約 315 頁) 

13 弟兄們，至於已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 

 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 

14  既然我們信耶穌死了，復活了，那些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
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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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們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 

 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來臨的人， 

 絕不會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16 因為，召集令一發，天使長的呼聲一叫，神的號角一吹， 

 主必親自從天降臨；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17 然後我們這些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 

 在空中與主相會。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18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勉。 

7. 詩班獻詩：持守應許盼望 (普天頌讚 608 首) 眾坐 

1 透過應許察看今天─基督必再來， 

縱然黑暗仍要相信基督必再來，時常儆醒，堅心信賴， 

扶持世界超越悲哀，信心盼望遠出意想：基督定再來。 

2 藉主應許細察今天─基督必再來， 

每日行為、言語見證基督必再來，活出施與、愛的關心、 

行為公義、饒恕、憐憫：皆作記號提醒眾生：基督定再來。 

3 指望、應許帶動今天─基督必再來，以此盼望訂你指標： 

基督必再來，一切生活籌算、計畫，各樣創作、構思、規範， 

當隨藍圖─儆醒候盼：基督定再來。 

8. 奉獻：我拿甚麼獻給你 (生命聖詩 463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7 章 11-19 節 (新約 121 頁) 眾坐 

11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經過撒瑪利亞和加利利中間的地區。 

12 他進入一個村子，有十個痲瘋病人迎面而來，遠遠地站著， 

13 高聲說：「耶穌，老師啊，可憐我們吧！」 

14 耶穌看見，就對他們說：「你們去，把身體給祭司檢查。」 

 他們正去的時候就潔淨了。 

15 其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了，就回來大聲歸榮耀給神， 

16 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他。這人是撒瑪利亞人。 

17 耶穌回答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裏呢？ 

18 除了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給神嗎？」 

19 於是他對那人說：「起來，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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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感恩，才可以成真 眾坐 

11. 回應：怎能如此 (青年新歌 42 首) 眾立 

1 怎可解釋！恩主寧願拯救，流血捨身尋我，今得主恩惠。 
寧為我捨命、嘗透苦楚，曾為我受刑掛身寶架。 
怎麼能夠奇妙超越一切思想，竟是我主， 
寧願為我，流盡血釘十架。      ** 

2 永遠存在，怎可能被釘死！誰能解釋明透，祂奧妙旨意？ 
神妙愛偉大，長闊深廣，難述說，即使至高天使。 
普施憐憫，全地當同心獻頌揚， 
天上眾軍，全無疑困，呈奉至高頌讚。 ** 

3 至聖基督，竟捨王座、尊貴，慈憐恩典無數，一切祂賞賜； 
寧願意虛己，慈愛彰顯，流盡血，贖回亞當子嗣。 
普施憐愛，沒法測度，祂甘賞賜！ 
感謝我主，來尋覓我，還用厚恩待我。 **   (間奏) 

4 被罪綑鎖，心裡全是幽暗。愁容苦罪圍困，漆黑中抖震。 
來自祢眼內榮美光輝，牢獄得光照──我今醒覺。 
枷鎖全脫，我的心靈今得釋放。 
我願奮起全力前往，定效法主步履。  ** 

5 赦免厚恩，心裡除盡驚怕，唯耶穌並神賜恩福都給我。 
如活祭獻奉，神永居首，神樂賜義袍每天穿上。 
當坦然到榮耀寶座覲見祢面，因著我主， 
能摘榮冕，唯願這生盡獻。 

 
** 何等奧妙，沒法想像！是主甘心犧牲為我。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Allegro mastoso, Opus15, no7 眾坐 

By Gustav Merkel (1837-85)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 

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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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陳韋安博士 陳韋安博士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陳朝發弟兄 柯綽瑤姊妹 陳其銘弟兄 連思樺姊妹 麥淑容姊妹 連思樺姊妹 梁麗珠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圖弟兄 楊穎君姊妹 潘裕圖弟兄 楊穎君姊妹

招待: 陳醮英姊妹 張慧清姊妹 李敏池弟兄 黎翠琼姊妹 鄭　琦姊妹 陳拔萃弟兄 鄒小敏姊妹

司事: 袁麗嬋姊妹 温美娟姊妹 譚慧冰姊妹 盧麗銀姊妹 黃寶強弟兄 陳翠珍姊妹 邱頌詩姊妹 雷瑞玉姊妹

當值: 孔憲榮弟兄 黃翠屏姊妹 劉柏堅弟兄 招楚筠姊妹 陳惠霞姊妹 麥永佳姊妹 徐潔玲姊妹 彭秀群姊妹

影音: 郭浩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許偉賢弟兄 林溢謙弟兄 陳永祐執事 梁睿熙弟兄 黃曉媚姊妹 鄭慧芝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楊婉芳姊妹 蔡加德弟兄 梁銘章弟兄 冼文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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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奕希弟兄 鄭奕希弟兄

讀經: 鄔瑜正小朋友 李俊翹小朋友

司事: 鄔方正小朋友 毛湘湘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雷君昊弟兄 郭小姬姊妹 雷君昊弟兄 朱美儀姑娘 郭小姬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呂潔玲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呂潔玲姊妹

和平: 李笑歡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笑歡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杜小青姊妹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兒成合一崇拜 兒成合一崇拜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廿四主日（綠）(11月15日) 聖靈降臨後第廿三主日（綠）(11月8日) 

上週奉獻總數: $148,405 本月累積奉獻: $148,405  (包括發展及購堂: $6,522)

本週獻花: 余國培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0301 主知名 200 *0302 主知名 4500 *0303 主知名 1600 *0304 主知名 1000 *0305 主知名 1549
*0306 主知名 10000 *0307 主知名 1750 *0308 主知名 4000 E320 主知名 500 L240 主知名 300
M779 主知名 1000 M827 主知名 500 P688 主知名 10000 Q278 主知名 200 Q807 主知名 1000
Q923 主知名 2000 S786 主知名 2000 T241 主知名 2000 T340 主知名 200 T430 主知名 3000
T464 主知名 2000 T623 主知名 2500 T623 主知名 2500 T623 主知名 2500 T806 主知名 4000
T886 主知名 8500 T887 主知名 2000 U070 主知名 1000 U118 主知名 100 U293 主知名 500
U294 主知名 100 U296 主知名 500 U465 主知名 800 U518 主知名 500 U712 主知名 1000

U721 主知名 300 U734 主知名 500 U755 主知名 5000 U775 主知名 5000 U866 主知名 500
U907 主知名 350 V066 主知名 6000 V087 主知名 1000 V259 主知名 1000 V261 主知名 500
V262 主知名 1000 V264 主知名 2000 V265 主知名 1000 V267 主知名 2000 V322 主知名 3000
V403 主知名 5000 V410 主知名 1600 V411 主知名 2100

慈惠 : U775 主知名 2000
感恩 : *0305 主知名 285 Q309 主知名 300 T340 主知名 100 T424 主知名 3000 T886 主知名 2000

U486 主知名 200 U518 主知名 300 U524 主知名 1000 U560 主知名 200 U581 主知名 3000
U710 主知名 1400 U710 主知名 1800 U713 主知名 500 U866 主知名 500 U907 主知名 200
V047 主知名 300 V092 主知名 1500 V253 主知名 1000 V266 主知名 1000 V370 主知名 3100

發展 : *0301 主知名 200 *0305 主知名 222 U465 主知名 2000 U712 主知名 500 U775 主知名 1000
V256 主知名 1000 V410 主知名 1600

差傳 : *0305 主知名 222
教育 : *0305 主知名 222 U712 主知名 500
鮮花 : U715 主知名 3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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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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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建道神學院神學系副教授、flow church 流堂創辦人陳韋安
博士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何西阿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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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堂圖書閣已重新開放，弟兄姊妹請於圖書櫃前的電腦系統自

行借閱，可參閱教會網站有關詳情。如有查詢，請聯絡江慕慈

姑娘。 

5) 兒童部： 

i) 已開始在早及午堂成人崇拜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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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溫柔班及信實班學生

除外），請各位家長到門口電視報告板前向會計文員 Kammy

辦理登記及繳費手續。 

ii) 於 11 月 22 日 (上午 9:00-10:20 及 11:30-12:40)於康樂室舉

行兒童佈道會，並邀請「好好丑丑佈道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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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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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