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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耶穌行五餅二魚的神蹟後，就打發五千群眾散去，又吩咐門徒先行登船離開，自
己卻獨自上山安靜禱告，似乎耶穌刻意迴避群眾，令這震憾的場景卒然冷卻下來，只
是根據馬太和馬可的記載（太 14 章，可 6 章），在此之前，希律王剛剛殺害了耶穌的
表兄施洗約翰，施洗約翰的門徒都來找耶穌，然而他只是憐憫他們，卻沒有趁機組織
群眾行動，向希律王示威，事實上約翰直指當時群眾情緒高漲，甚至「要來強逼他作
王」（約 6:15），這不是發起群眾的大好時機嗎？可是耶穌接著還害怕猶太人，只在加
利利一帶出沒，「因為猶太人想要殺他」（約 7:1），連耶穌的兄弟也看不過眼，認為他
太膽小了，當住棚節臨近時，就鼓動他往耶路撒冷去，「人要顯揚名聲，沒有在暗處
行事的」（約 7:4），耶穌卻回答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約 7:6），那時沒有人
知道他的時候是指什麼，直到那時候來到：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城去，當時可說是
萬人空巷，眾人把衣服和樹枝都鋪在地上，齊聲喊叫：「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奉
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太 21:9），完完全全是歡迎君王凱旋入
城的氣勢，當然沒有知道這勝利的群眾行動景象，最後以死亡來結束。 
 
  這就是耶穌所說的時候，他知道群眾行動可能引起的後果，今天的社會學家告訴
我們，群眾行動有四個階段，首先由普遍的不滿情緒引起，最初只是零星的怨言，漸
漸抱怨的目標清晰起來，例如是指向某些人－特別是政府官員一類，然後進入第二階
段：領袖在群眾中冒起，通常是最能挑起群眾情緒，特別是滿有口才，又頗有領導魅
力－善於組織、分工的人，開始發起聯署、遊行、和示威等活動，漸漸行動越來越有
規模，第三階段群眾開始形成組織，當然也有些始終不成氣候的行動，散漫沒有組織
的，漸漸無以為繼就會自行消失，那些越演越烈的群眾行動，卻有可能超出發起者的
預期，而變成場面失控的暴亂，自然要面對龐大的對抗。 
 
  最後階段有四個可能的結局：一是完全被壓抑下去，可能經歷暴力打壓，有時還
會出現傷亡，但問題沒有解決，只是埋下定時炸彈，另一波的群眾行動隨時東山再起；
二是群眾的領袖、組織經商議被吸納入政府架構中，名為解決群眾所關心的問題，表
面是很好的結局，問題是往往這只是執者權宜之計，以此來使群眾失去動力；最好的
當然是群眾行動獲得最後勝利，執政者作出妥協改變，可能引至某些人辭職、甚至是
整個政府倒臺；不過在現實中最多見的還是以失敗告終，多數是在獲得一點成果後，
群眾中出現分裂、爭權，群眾為了應付內部鬥爭，行動失去氣勢，最後意興欄柵而煙
沒。 
 
  耶穌沒有想過發起群眾行動，雖然有人認為他是個改革家，但他從始到終都逃避
群眾行動，直到時候到了，仍然不是群眾行動，誰人會發起群眾行動最終目的是被殺
害呢？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九日堂慶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生命樹奧祕 (普天頌讚 216 首) (大齋期第三主日) ............. 眾  立 

詩班：主是救恩生命活水，每一靈魂好根源，創造新生湧溢充沛， 

   運轉、雕琢使完全，運轉、雕琢使完全。 

會眾：主是救恩生命活水，每一靈魂好根源，創造新生湧溢充沛， 

   運轉、雕琢使完全，運轉、雕琢使完全。 

3. 宣召 ........................... 詩篇 142 篇 5-7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耶和華啊，我曾向你哀求。 

  我説：「你是我的避難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 

應：求你留心聽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極卑微之地； 

  求你救我脱離迫害我的人，因為他們比我強盛。 

合：求你從被囚之地領我出來，我好頌揚你的名。 

  義人必環繞我，因為你用厚恩待我。 

4. 讚美 ................................. 主十架下 (生命聖詩 121 首) .............................. 眾  立 

1) 在主耶穌十架下，我願站立堅定，如酷熱天遠行辛苦，進入磐石蔭影； 

如曠野中欣逢居所，長途喜見涼亭；到此得釋肩頭重擔，養力奔赴前程。 

2) 在主耶穌十架下，我常抬頭仰望，彷見救主受苦慘狀，為我忍受死亡； 

熱淚滿眶寸心如裂，內心反覆思量：思量我身不配受恩，思量主愛非常。 

(間奏) 

3) 我願在主十架下，為我定居之鄉，我不尋求其他光輝，只求主面慈光； 

甘願撇下世界虛榮，得失不再計較，我將己罪看為羞恥，十架為我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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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主在十架 (生命聖詩 119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42 章 14-21 節 .................................. 眾  坐 

以弗所書 5 章 8-14 節 

8. 獻詩 ................................. 求主憐憫 (聖頌選集十 6 頁) .............................. 詩  班 

9. 奉獻 ................................. 救主受難 (生命聖詩 118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申命記 22 章 6-7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慈愛的神 ............................................... 眾  坐 

12. 回應 ............................. 我原是迷路羊 (生命聖詩 411 首) ........................... 眾  立 

   1) 我原是迷路羊，不愛救主羊欄，不聽善牧慈愛之聲，不願接受教管。 

 我本是悖逆子，家庭我不喜愛，不肯聽從慈父恩言，卻愛流蕩野外。 

   2) 善牧尋找迷羊，慈父覓兒心傷，深入幽谷攀上高崗，遍歷野地蠻荒。 

 見我瀕臨死亡，飢餓疲乏非常，就顯慈愛將我懷抱，拯救飄流亡羊。 

默想：3) 耶穌是我牧人，是祂愛我至深，是祂寶血洗我罪污，是祂醫我身心， 

 是祂尋找失喪，是祂找到迷羊，是祂帶我歸回羊欄，是祂保守餵養。 

 (間奏) 

   4) 我不再作迷羊，喜歡受主約束，我今愛聽善牧慈聲，在羊圈內安居。 

 不再是悖逆子，不再流蕩野外，我今羨慕天父恩言，父家我最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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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李錦彬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本年第一次洗禮班將於 3 月 26 日午堂後 2:00 開始，凡有意於 6 月 4 日洗

禮者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4) 四月份主受苦、復活節期之特別聚會如下，請弟兄姊妹代禱並預留時間出

席。詳情請參閱海報 

13/4(四) 晚上 8 時濯足日默想會(主題：應邀出席主與門徒的最後晚餐) 

14/4(五) 下午 1 時半至 4 時半舉行戶外默想及祈禱會 

        (主題：默想十架下的 11 個相遇)，參加者須報名。 

14/4(五) 晚上 7 時受難節聖餐崇拜(主題：十架下的我) 

16/4(日) 早、午堂復活節聯合(成、青、兒崇)崇拜 (主題：復活的生命) 

22/4(六) 晚上 8 時佈道會，題目：「請光照我」，講員：萬得康牧師， 

        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領未信主的家人朋友赴會。 

        是日所有團契參加佈道會。（陪談員請準備領決志者禱告） 

5) 教育部於 5 月 7 日起逢主日下午二時至三時，舉辦 2017 年神學主日學專

題：「系統神學淺談」，邀請了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助理教授禤智偉

博士主講，共八堂，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詳情請參海報。 

6) 啟思幼稚園家長教師會將於 4 月 7 日（星期五）晚上七時至九時在教會

舉行專題講座，由資深教育工作者莫鳳儀太平紳士主講，題目是“如何裝

備孩子擁有一個順暢和快樂的人生”。是次講座特預留 50 個座位給藍田

堂，有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請向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查詢及報名。 

7) 凡恆常參與本堂崇拜滿 6 個月的弟兄姊妹，可申請電腦拍卡，請將費用

$10 連同近照一張交回辦公室幹事(相片後請寫上中文姓名及作密碼用之

8 位數字)。新一批拍卡於今天截止接受申請，並可於 4 月 9 日領取。 

8) 2016 年至 2017 年度奉獻收據截數日定為 3 月 26 日(下午 1:00 前)，往後

所收的奉獻將撥入下一年度計算。 

9) 麥志成牧師於今主日前往基督教宣道會興華堂證道，請禱告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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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重價大愛 (普天頌讚 212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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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李錦彬牧師 李錦彬牧師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主席: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林瑞萍姊妹 林瑞萍姊妹

讀經: 李芷珊姊妹 袁麗娟姊妹 李芷珊姊妹 黃翰濤弟兄 張于力弟兄 林湛基弟兄 張于力弟兄 區惠娟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毛家寧姊妹 潘裕圖弟兄 毛家寧姊妹

招待: 何玉燕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盛霞姊妹 張慧清姊妹 李燕怡執事 何艷愛姊妹 張元娜姊妹 黎美滿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孫俏娟姊妹 莫綺湘姊妹 李靜賢姊妹 黃寶強弟兄 李雪葵姊妹 雷瑞玉姊妹 文玉玲姊妹

當值: 呂幹雄弟兄 黃翠屏姊妹 羅志威弟兄 招楚筠姊妹 朱麗程姊妹 麥永佳姊妹 莊偉棠弟兄 馬志國弟兄

影音: 郭浩賢弟兄 李育如姊妹 吳兆隆弟兄 夏振傑弟兄 黃永賢弟兄 何淑怡姊妹 徐俊榮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潔儀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司數: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插花: 楊明麗姊妹 葉蔓菲姊妹

兒童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司琴: 鍾慧嵐姊妹 鍾慧嵐姊妹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區惠娟姊妹 朱美儀姑娘 區惠娟姊妹 梁振平弟兄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陳敬蓮姊妹 施慧君姊妹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麥穎珊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陳可媚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四主日（紫）(3月26日) 預苦期第三主日（紫）(3月19日) 

本月奉獻累積: $488,151  (包括發展及購堂: $46,600)

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167,974

本週獻花: 李偉倫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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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

2017年2月 總數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98,149         503,386      6,700       20,563     3,200       6,000       58,300         

現金支出 508,691         457,961      1,000       1,354       -               5,000       43,376         

現金淨流入/(流出) 89,458           45,425        5,700       19,209     3,200       1,000       14,924         

月底現金結存 1,470,901      315,373      419,570   703,030   6,200       (3,150)      29,878         

月底未償還貸款 3,422,828           2017年2月份現金流量表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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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基金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