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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最近意外頻生，近的有我們經常乘搭的港鐵，應該是自通車以來，第一次發生撞車事

件，還好那是測試訊號系統的事故，只有一位車長不幸受傷，不過這就夠令人擔心，若意

外發生在正常行駛的話，後果就不堪設想，事件還在調查中，應該是與新訊號系統調試有

關，又是一系列的電腦、人工智能、自動系統出問題，也可簡單說，今天我們越來越倚靠

機器，萬一機器出問題，人類已慢慢失去糾正的能力。 

在埃塞俄比亞發生的航機意外，就是個慘痛的例子，原來同類型的意外在半年前都發

生過，更加證明航機上的自動系統，本來是協助航機不會失控，卻把航機拉下來，航機司

要從機器取回接管權，但一切都太遲了，像其他航空事故，造成大量傷亡，究竟我們還相

信機器嗎？ 

當然我們所指的機器是指到所謂「人工智能」系統（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再不是

根據人指示工作，而是有自己的思維來決策下一步行動了，理論上人工智能系統應該比人

優勝，因為可處理大量環境訊息，決策的選擇也比人能夠想出來的多，最重要的是可以冷

靜處理危急情況，不像人類手足無措，不過也許太冷靜了。 

由人工智能系統來決策最大的問題是人類再管不到了，不知道機器在想些什麼？根據

什麼來作決策，有一則笑話就一針見血的指出問題，應否教曉人工智能系統倫理道德呢？

答案是千萬不要，否則機器終有一天發現人都是偽善沒有道德，就把人都消滅了。 

 男士組最近就拿之前介紹過的一本書《你該殺死那胖子嗎？》來討論倫理道德問題，

我們的弟兄都是臥虎藏龍，對這複雜的問題不但興致勃勃，而且讀起學術文章都架輕就

熟，這本書最後提醒我們，當人類越來越倚靠機器來決策，那麼決策涉及道德時，例如自

動駕駛汽車（現在已經出現了）當遇上機器故障，它會先保障乘客還是行人？還是終有一

天機器會先顧及自己？ 

 當世界沒有神，人就會陷入這樣的「各自偏行己路」環境，以後還多了一個非常冷靜

的對手—機器，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更多人認識神，多倚靠神而不是機器了。 

 「愚頑人心裏說：「沒有神。」他們都敗壞，行了可憎惡的事，沒有一個人行善。」 

（詩 14：1）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三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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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63 篇 1-3 節 (舊約 820 頁) ............................ 眾  立 

1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尋求你； 

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的心靈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 

2 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為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 

3 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讚你。 

3. 讚美 ...............................求大君王來臨 (生命聖詩 3 首) ............................ 眾  立 

1 求大君王來臨，容我讚美祢名，高聲稱頌。 

惟祢尊榮至聖，惟祢完全得勝，懇求萬古之神，治理統領。 

2 懇求化身之道，佩着真理寶劍，垂聽禱告。 

施恩與眾百姓，使主聖道昌盛，聖潔公義的靈，使我成聖。 

3 求保惠師聖靈，此刻臨近見證，顯出神聖。 

祢是全能主宰，今住眾人心內，統治永不離開，聖靈同在。 

4 三一真神至上，當受萬民頌揚，世世無疆。 

願榮耀中得見真神尊貴威嚴； 

敬愛，尊崇，奉獻，永恆不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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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偉大工匠 (生命聖詩 112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55 章 1-9 節 (舊約 1091 頁) ....................... 眾  坐 

哥林多前書 10 章 1-13 節 (新約 259 頁) 

7. 獻詩 ................................. 無比大愛 (普天頌讚 238 首) .............................. 詩  班 

8. 奉獻 ............................... Luz en la Capilla (禱告之光）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約翰福音 15 章 13-20 節 (新約 167 頁) ........................ 眾  坐 

10.信息 ....................................... 信仰不是一場自助餐 ..................................... 眾  坐 

11. 回應 ...............................我一生目標 (生命聖詩 365 首) ............................ 眾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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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副總幹事朱秀蓮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歷代志上 10 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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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 10:30-11:15 於 101 室舉行「佈道會重聚日」，歡迎參與佈道會的來賓

出席，彼此認識，共享主恩。 

5) 3 月 31 日至 5 月 19 日逢主日上午 10:30-11:15 有「福音研經課程」，共 8 堂，

由郭小姬姊妹任教。弟兄姊妹請參閱電子屏幕或張貼於圖書櫃門的海報有關

詳情，報名表放在圖書櫃前的長枱上，歡迎初信者及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之朋

友報名參加。 

6)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社會服務全港賣旗日將於 2019 年 4 月 13 日（六）舉行，

現正招募義工，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可填寫報名表，截止報名日期為今天，請參

閱海報或向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查詢詳情。 

7) 本年度的事奉人員退修會定於 5 月 1 日於本堂舉行，主題為「佈道-生活化」，

誠邀所有參與事奉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留意海報有關詳情，現開始報名，

截止日期為 4 月 21 日。 

8) 2019 年神學主日學將於 5 月 2 日開始，逢星期四晚上 7:45 至 9:30 於本堂舉

行。課程名稱是「解構啟示錄」，共 5 堂，由黃漢輝博士(信義宗神學院新約副

教授)任教。有興趣的弟兄姊妹請於報名表上報名，截止日期為 4 月 28 日。請

參閱海報有關詳情。 

9) 2019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將於 07 月 15 至 20 日舉行，主題：「大舞台、小演員」

名額 80 人，時間：上午 9:00 至 12:30，地點：藍田堂，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

參加（2019 年 9 月升讀年級），請家長為子女預留時間出席。請各家長密切留

意宣傳海報。 

10) 2018 年至 2019 年度奉獻收據截數日定為 3 月 31 日(下午 1:00 前)，往後所收

的奉獻將撥入下一年度計算。 

11) 本堂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向執事會提出辭職，經挽留後仍決定在本年 5 月 8

日為最後上班日，執事會多謝周弟兄過去盡忠職守，願神祝福周弟兄之前路，

因此本堂亦開始聘請行政主任，負責教會行政事務，有意者請提交應徵信至教

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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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Forty Days And Forty Nights .............................. 眾  坐 

 

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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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朱秀蓮牧師 朱秀蓮牧師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讀經: 雷書昊弟兄 李燕怡執事 雷書昊弟兄 黃佩貞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燕芬姊妹 林洛琛弟兄 張金生弟兄

司琴: 周　悠姊妹 梁頌康弟兄 周　悠姊妹 梁頌康弟兄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執事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執事

招待: 趙惠蘭姊妹 鄧柏齡弟兄 方子仁弟兄 葉翠蓮姊妹 林文蓮姊妹 黎翠琼姊妹 鄭美珍姊妹 陳其銘弟兄

司事: 李笑歡姊妹 黎蓮妹姊妹 譚建偉弟兄 黎鳳英姊妹 顧建德弟兄 張滿嬌姊妹 何美蘭姊妹 文玉玲姊妹

當值: 孔憲榮弟兄 葉德誠弟兄 余穎欣姊妹 招楚筠姊妹 馬君蕙姊妹 張漢榮弟兄 林志剛弟兄 丘嘉敏姊妹

影音: 陳朝發弟兄 林溢謙弟兄 劉焯凡弟兄 陳其銘弟兄 葉德誠弟兄 李雪葵姊妹 黃曉媚姊妹 陳希婷姊妹

執事: 陳貽添執事 呂君達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弟兄

插花/司數: 鄭穎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林義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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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陳　灝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曾樂兒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司事: 劉卓言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譚恩翹小朋友 何文熹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陳可媚姊妹 王月珊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芷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王月珊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羅啟然姊妹 林笑寶姊妹 夏麗婷姊妹 陳敬蓮姊妹 羅啟然姊妹 林笑寶姊妹 夏麗婷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寶頤姊妹

 
預苦期第四主日（紫）(3月31日) 預苦期第三主日（紫）(3月24日) 

本月累積奉獻: $647,430  (包括發展及購堂: $79,401) 上週奉獻總數: $22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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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智斌弟兄、黃可蓁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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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19年2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1,173,411       626,433         553,383    11,200      1,200       6,850        53,800          

現金支出 1,308,888       620,728         563,203    3,000        -               11,000      43,525          

現金流入/(流出) (135,477)        5,705             (9,820)       8,200        1,200       (4,150)       10,275          

固定資產 14,596,275     14,596,275    441,423    -                -               -                14,154,852   

銀行及現金結餘 2,181,208       2,181,208      183,348    549,801    931,499   60,861      455,699        

其他資產 71,163            71,163           27,963      -                -               43,200      -                    

按揭貸款 (2,507,942)     (2,507,942)    -                -                -               -                (2,507,942)    

其他負債 (729,494)        (729,494)       (729,494)   -                -               -                -                    
淨資產 13,611,209     13,611,209    (76,761)     549,801    931,499   104,061    12,10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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