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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靈修 

難控的病毒與人心 
 
這兩星期疫情帶來的震撼性和戲劇性絶不少於過去大半年的社會運動：發國難財或呃 like 的

商人，恐慌性搶購各樣物資、食物的現象；持續崩壞醫療制度的揭示；在位者的無良、愚昧

與厚顏；部份「專業」醫生和醫學組織高層極不負責的說話……每個畫面帶給我的驚嚇度，

比不斷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人數更大。 
 
「我們每個人心裏都有瘟疫；沒有一個人，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免除得了的。」 ─ 阿爾

貝‧卡繆《瘟疫》。卡繆是以鼠疫作比喻諷刺當時社會的荒誕現象。荒謬又如何在現時的香

港蔓延呢？誰是主謀和共犯？從何時開始？為何存在？能對抗這類瘟疫的，究竟是甚麼？ 
 
肺炎在社區爆發之前，因病毒而引發的不安、焦慮、勞累、慌亂、憤怒甚至失常的表現，就

以 5G 的速度在全城傳播 (當然政府政策和說法在這方面居功不少)。你是否也中招呢？最可

怕，極具殺傷力，最要防範的只是病毒？作為普通巿民，我們未必能制止一錯再錯的源頭和

措施。但在這嚴峻的疫情下，我們在當中的角色，對社會的責任應是甚麼呢？為著自己和別

人的生命和心靈，無論身心的防疫工作，我們都需要警覺和冷靜，留意別人的需要，同時提

升衞生意識和心靈質素才能持續迎戰。 
 
荒謬的現象肆虐，如果你已染病，謹記接受正確的治療途徑。如果你是懷疑個案，為自己的

身心靈隔離一下。若你未受感染，為你和你身邊的人作身心防疫，以防突襲。若一定數量的

防疫用品和措施可以讓我們安心些，希望上帝的說話和祂的同在更能給我們更大的安穩。當

然，上帝沒有應許我們不被病毒感染。只是無論如何，祂會陪我們渡過，對你足夠嗎？  
 
抗疫其中一種方法是要在荒謬的社會中找到亮點和笑點：良心商人的逆巿行動、醫護工作者

的堅毅和勇氣、一些醫學專家對社會的嚴正勸誡(尤其對政府)和黙黙地進行病毒研究，部份組

織為基層和老弱人士(他們是最受害的) 作出的呼籲，都在提醒香港教會，向我們示範何為「見

証基督，傳揚福音」。不過最治癒我心的是極具娛樂性的治病方法和重用口罩的獨門秘方。

至於多個自製口罩的創意設計實例是對口罩荒這現實最諷刺的表述，讓人苦笑亦痛心。 
 
與難測的疫症搏鬥，雖然艱巨，但總會過去的。但與黑暗的人性和權勢對抗卻是持續，需要

的心力會更大，影響更深遠。「又使這裏的全會眾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

因為戰爭全在乎耶和華。祂必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裏。」(撒上十七 47) 你心裏的歌利亞是甚麼？

香港教會甚至整個社會要面對的歌利亞又是甚麼呢？以色列人對歌利亞無不懼怕，無膽無能

卻又要攞盡光環的掃羅王根本不值一提，而大衞這救星的出現對以色列人的真正意義又是甚

麼？ 
 
想把【 In Christ Alone 】這首歌其中的歌詞給大家，特別是一班在戰場中搏鬥的醫護工作者：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江慕慈姑娘 

 



 

 

二零二零年二月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五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12 篇 1 節 (舊約 880 頁) ............................. 眾  立 

哈利路亞！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命令的，這人有福了！ 

3. 讚美 ............................何等奇妙的救主 (生命聖詩 64 首) ......................... 眾  立 

1 基督贖罪救恩完成，何等奇妙的救主！ 

 我罪得贖代價付清，何等奇妙的救主！  ** 

2 我讚美祂洗罪寶血，何等奇妙的救主！ 

 使我與神和好心悅，何等奇妙的救主！  ** 

3 祂已洗淨我心罪愆，何等奇妙的救主！ 

 今在我心執掌王權，何等奇妙的救主！  ** (間奏) 

4 祂賜力量使我堅固，何等奇妙的救主！ 

 使我克服試煉艱苦，何等奇妙的救主！  ** 

 
**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我耶穌，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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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讚美耶穌 (生命聖詩 85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112 篇 (舊約 880 頁) ................................. 眾  坐 

           馬太福音 5 章 13-20 節 (新約 8 頁) 

7. 回應 (奉獻) ..................聖法蘭西斯禱文 (美樂頌 79 首) ........................... 眾  坐 

8. 信息經文 ......... 列王紀上 16 章 29 節-17 章 1 節 (舊約 495 頁) ............... 眾  坐 

9. 信息 ........................................... 當天災變成人禍 ......................................... 眾  坐 

 

 

 

 

 



 

 

10. 回應 .................................. 求主寬恕 (青年新歌 26 首) ............................... 眾  立 

1 如果令身邊人受傷剌痛，倘若把人絆倒不依主道， 

 如果我執意走偏差路俓，懇切求主寬恕！ 

2 如果話中虛浮難見造就，倘若不憐憫，不關心慰問， 

 如此叫他人受損傷，愁困，懇切求主寬恕！ 

3 如果內心冷漠、固執、無情，倘若單顧每天舒適過活， 

 而不去踐行上帝所付託，懇切求主寬恕！ 

4 誠心願主赦罪厚施深恩，赦佑隱而未顯心中惡念， 

 求主顧惜、同行、每天導引 —  

 阿們！× 2 

 

12. 家事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可聯絡藍田堂牧者或招待員，留下

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詩篇 148-151 篇、箴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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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月 28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由余德淳博士主講，題目：「變

幻中的平安」，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並邀請未信主的親友赴會。

另外，有志作陪談員及招待員的弟兄姊妹，請踴躍報名，報名表已張貼

在圖書閣對出間隔上。 

4) 因應疫情出現社區個案，藍田堂現時祗維持主日早、午堂成人崇拜，並

安排在 facebook 直播，直至 2 月 29 日其他聚會全面暫停(詩班練習及獻

唱同時暫停)，請家長自行在家照顧孩子，不要帶孩子參與成人崇拜。

會眾進入藍田堂範圍前務必帶上外科口罩，及保持雙手清潔，身體不適

者請留在家中休息。另外，不鼓勵會眾在堂會內進食及進行康體活動，

減低一切除下口罩的須要。會眾可留意張貼於圖書閣對出間板上之詳細

通告。 

5) 2 月 16 日將合併為一堂崇拜，於上午 10:30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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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How Brightly Shines the Morning Star ...................... 眾  坐 

 

 

默禱、散會



 

 

 
 

 

 

 

 

 

*** 早 堂 *** *** 午 堂 *** *** 合 堂 ***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席: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讀經: 林恩庭姊妹 連卓欣弟兄 林恩庭姊妹 呂潔儀執事 李芷珊姊妹 李燕怡執事 李芷珊姊妹 陳其銘弟兄

司琴: 葉海婷姊妹 周　悠姊妹 葉海婷姊妹 周　悠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林燕芬姊妹 鄭倩雲姊妹 同　工 同　工 黃香娣姊妹 張穎明姊妹 同　工 繆迺頌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黎蓮妹姊妹 譚慧冰姊妹 謝月芬姊妹 袁麗嬋姊妹 鄭穎儀姊妹 雷瑞玉姊妹 麥寶儀姊妹

當值: 馬君蕙姊妹 葉德誠弟兄 呂君達執事 劉柏堅弟兄 林景輝弟兄 黃翠屏姊妹 林志剛弟兄 古海劍弟兄

影音: 陳貽添弟兄 鍾穎嵐姊妹 劉焯凡弟兄 鄭慧芝姊妹 梁志強弟兄 周　溢弟兄 許偉賢弟兄 鄭美珍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呂君達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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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和平:

喜樂:

仁愛: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後第六主日(2月16日) 顯現期後第五主日(2月9日) 

上週奉獻總數: $127,167 本月累積奉獻: $127,167  (包括發展及購堂: $9,950)

本週獻花: 梁銘章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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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603 主知名 14000 P764 主知名 1000 P964 主知名 2000 Q080 主知名 3200 Q756 主知名 5000
Q797 主知名 1600 R410 主知名 1500 S273 主知名 6000 S532 主知名 1200 S607 主知名 100
T559 主知名 6000 T565 主知名 4000 T652 主知名 500 T739 主知名 4000 T740 主知名 5000
T743 主知名 2000 T745 主知名 1000 T749 主知名 500 T753 主知名 6000 T754 主知名 4000
T763 主知名 1000 T765 主知名 1000 T770 主知名 500 T774 主知名 2000 T775 主知名 650
T793 主知名 2000 U053 主知名 1000

慈惠 : T736 主知名 200 T774 主知名 1000 T793 主知名 1000

感恩 : J775 主知名 3000 N919 主知名 300 P965 主知名 500 R410 主知名 500 R488 主知名 1000
R580 主知名 500 R615 主知名 300 S021 主知名 5160 S273 主知名 1000 S532 主知名 1000
T204 主知名 200 T384 主知名 4000 T682 主知名 200 T736 主知名 200 T771 主知名 3000
T772 主知名 1000 T773 主知名 200 T793 主知名 1000

發展 : R003 主知名 3000 T610 主知名 1750 T736 主知名 200 U054 主知名 2000 U055 主知名 3000
差傳 : T793 主知名 1000
教育 : S532 主知名 1000 T705 主知名 3000
其他 : R615 主知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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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