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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還記得丹布朗嗎？2003 年他寫的小說《達文西密碼》一炮而紅，大概因為涉及
基督教，當中又質疑耶穌的神性，因而引起各方的爭議，當然人家寫的是小說，實在
沒必要認真討論，無論如何這造就了他的小說，包括以前寫的都拍成電影，可是他往
後寫的小說已經風光不再（筆者全都看了），可能是情節變得公式化，都是千篇一律
寫一些懷著奇怪觀念的野心家，企圖做出影響世界、驚天動地的大業—通常都是危害
無辜的愚蠢行為，結果都被主角，博學多才的蘭登博士，破解當中的謎題，最後粉碎
野心家的大業，最大問題還是再沒有吸引人的題材—直到去年。 
 
  2017 年丹布朗的新作是”Origin“（起源），雖然故事仍舊是一貫的公式，一位電
腦天才，憑創意賺得無數金錢（明顯是借喬布斯身份，連電腦天才也是患上胰臟癌，
不過隱瞞起來），有一天忽然宣稱一項改變世界的發現，廣發別緻的邀請卡，邀請各
方名人和傳媒參加發布會，蘭登博士當然是被邀請之列，原來這位電腦天才發現兩條
千古懸謎的答案：我們從那裡來？將會去那裡？換言之他找到萬物—包括人類的起
源，和人類的前景，當然不是宗教的答案，事實上他在發布會之前，曾見過三大宗教
的領袖，預先向他們展示自己的發現，三位宗教領袖都要求他延遲發表，因為他的發
現明顯威脅到宗教的地位。 
 
  電腦天才沒有理會宗教領袖的要求，照計劃舉行一個充滿尖端科技的發布會，還
即時向全世界轉播，最重要的還是請得西班牙未來王妃來作司儀，蘭登博士原來曾經
是電腦天才的老師，故此可以對發布的內容略有頭緒，並且獲得一個先進的電腦作為
他的導遊（透過雲端連線），電腦天才在一遍讚嘆掌聲之下，準備揭示謎題答案之時，
被一個極端天主教派（達文西密碼有 Opus Dei，這裡有 Palmarian Catholic Church）的
信徒暗殺，而這信徒又是退休軍官，與西班牙王室似乎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蘭登博士
就在刺殺發生的一刻，他的電腦導遊把他和未來王妃引領離開會場，隨即蘭登博士要
找出兇手和動機來。 
 
  協助蘭登博士的電腦，原來是電腦天才發明的「量子電腦」（現今仍是概念階段，
若發展成功將比現今的電腦快上百萬倍），具有比人還高的「人工智能」，有強大的模
擬能力，所以能模擬出人的起源和將來，最可怕的是會自行決策，蘭登教授得到這電
腦的協作，加上自己的博學，特別是針對教會的學問，果然一層一層的把謎題破解，
發現人的起源不是神創造出來，人的將來也.....。 
 
  「愚頑人心裏說：「沒有神。」他們都敗壞，行了可憎惡的罪孽，沒有一個人行
善。」（詩 53：1）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八年五月六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復活節期第六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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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95 篇 1-3 節 ........................................ 眾  立 

啟：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應：我們要以感謝來到他面前，用詩歌向他歡呼！ 

合：因耶和華是偉大的神，是超越萬神的大君王。 

3. 讚美 ............................................... 全地齊讚頌 ............................................. 眾  立 

讚美天父我多愛祢，高舉主的聖名於這世上。 

願祢百姓説出天父祢作為，常用讚美建築上帝的國。 

全地齊讚頌祢大能，過去現在未來，真光照耀。 

全地齊讚頌祢大能，照遍永恆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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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主給我子女名份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使徒行傳 10 章 44-48 節 .................................. 眾  坐 

約翰一書 5 章 1-6 節 

7. 獻詩 ...........................大地回春頌神恩 (普天頌讚 696 首) ........................ 詩  班 

8. 奉獻 ........................................... God be merciful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列王紀上 17 章 1-9, 12-14 節............................... 眾  坐 

10. 信息 ......................................... 有一種勇氣叫信靠 ....................................... 眾  坐 

11.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2. 聖餐 .............................. Ich ruf zu dir, Herr Jesu Christ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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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江慕慈姑娘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出埃及記 16 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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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年度第三季青成年主日學於今日開始，上課時間上午 10:30-

11:15，課程如下: 

科目名稱 導師 課室 

新約概論 陳麗樟姑娘 101 

教會歷史 麥志成牧師 副堂 

初中主日學 
李芷珊姊妹、林恩庭姊妹、

劉皓然弟兄 
104 

高中主日學 

反敗為勝（書、士、撒上） 
梁小儀姊妹 105 

兒童主日學師資培訓課程  102-103 

5) 青成聯合團契於 5 月 19 日（六）晚上 8:00-10:00 舉辦聖經專題，題目為：

為何基督徒要讀舊約？（一個神學家的看法），講員高銘謙博士，歡迎弟

兄姊妹一同參與。 

6) 本年度的事奉人員退修會定於 5 月 22 日於本堂舉行，誠邀所有參與事奉

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留意相關海報。現開始報名。 

7) 恭賀余文耀、楊明麗夫婦新翁之喜，兒子冠鋒定於 5 月 20 日於以馬內利

浸信會舉行結婚典禮，僅此致賀。 

8)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於 5 月 2 至 8 日放假。 

9) 麥牧師於 5 月 10 至 13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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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Finale by Johann Ernst Eberlin (1702-62)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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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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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雷翊揚牧師 雷翊揚牧師

主席: 王偉樂執事 王偉樂執事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讀經: 方早晞姊妹 馬君蕙姊妹 方早晞姊妹 鄧民亮弟兄 周　溢弟兄 顧建德弟兄 周　溢弟兄 呂潔儀執事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林溢輝弟兄 朱天諾姊妹 林溢輝弟兄 朱天諾姊妹

招待: 張潔綾姊妹 鄭倩雲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趙惠蘭姊妹 陳醮英姊妹 黎美滿姊妹 周寶頤姊妹

司事: 李德恩弟兄 鄭穎儀姊妹 呂進雄弟兄 雷瑞玉姊妹 陳景安弟兄 黎蓮妹姊妹 何美蘭姊妹 盧麗銀姊妹

當值: 王炳生弟兄 朱麗程姊妹 曾建恆弟兄 彭秀群姊妹 林景輝弟兄 麥永佳姊妹 劉柏堅弟兄 羅志威弟兄

影音: 陳朝發弟兄 李芷珊姊妹 吳兆隆弟兄 藍天晴姊妹 蔡加德弟兄 周　溢弟兄 林殷宏執事 鄭慧芝姊妹

執事: 楊穎君執事 呂潔儀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吳綺薇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錢惠如姊妹 丘嘉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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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雋明弟兄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讀經: 林曉潼小朋友 曾樂兒小朋友 陳　灝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司事: 譚恩翹小朋友 盧芷恩小朋友 梁諾希小朋友 羅卓翹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施慧君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林滿泰弟兄 林溢敏姊妹 何艷愛姊妹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何艷愛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葉翠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鍾偉貞姊妹 葉翠妍姊妹 葉翠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鍾偉貞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趙修培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林淑容姊妹 趙修培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升天節後主日（白／金）(5月13日) 復活節期第六主日（白／金）(5月6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79,853 上月奉獻總額: $503,014  (包括發展及購堂: $36,485)

本週獻花: 朱詠儀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C068主知名 700 K907主知名 1200 L884主知名 1600 Lam Choi Ming 100 M778主知名 10000
N294主知名 1420 N524主知名 500 O077主知名 18000 O172主知名 3000 O281主知名 1500
Pang Po King 200 王炳生弟兄 500 林湛基弟兄 3000 陳章浩弟兄 1000 陸子夫弟兄 500
麥志成夫婦 8500 黃慧儀姊妹 500 溫燕玲姊妹 200 謝少珍陳詠芬 500

感恩 : C068主知名 700 L884主知名 400 M358主知名 200 N294主知名 1000 Wong Ching Heung 200
李寶華姊妹 500 張金生弟兄 500 譚慧冰葉卓林 200

發展 : M401主知名 1300 朱麗麗姊妹 3000 張金生弟兄 3000 劉皓然弟兄 2800

鮮花 : N523主知名 500

********************************  奉獻芳名 / 奉獻封編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