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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凱撒的歸凱撒（太 22：15-22） 

 曾被耶穌批評為「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對耶穌也恨之入骨，因為耶穌的說

話一針見血，揭露出他們的真面目。故此法利賽人也千方百計的找耶穌的「錯處」，

當然往往徒勞無功，他們的手法也越來越昭然若揭，明目張膽的要來陷害耶穌。

這一天，他們找來「希律黨」人，大概就是擁護希律王的人，他是羅馬政府委任

來管治猶太人的，本身既非純正猶太人，也不是出於猶太王族，所以不受一般猶

太民眾歡迎，法利賽人就是借助他們擁護希律—也即是擁護羅馬政權的特性，來

找耶穌的麻煩。 

 這些滿腦子是政治的希律黨人，說話也如政客一樣滑頭，先向耶穌送高帽，盛

讚他是誠實、公正、不會徇私—即是不會迴避問題老實作答，包括一些兩面不討

好的陷阱，然後就請教他的意見：「納稅給凱撒合不合法？」，舊和合本譯：「可

不可以」較為合理，因為納稅是法律要求，就必定是合法的，問題是合法的事可

以不做嗎？這是個陷阱因為在羅馬政府統治下，向政府納稅是毋容置疑的，但作

為被管治的猶太人卻不應屈服於侵略者，換言之站在猶太人的立場，當然不應該

向侵略者獻上金錢，只是若不納稅的話，就是觸犯了法律，那麼不論耶穌怎麼回

答也會惹上麻煩。 

 耶穌當然明白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的詭計，他巧妙地利用錢幣上刻有凱撒（羅

馬王帝）頭像和名號的事實，來說明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既然刻有凱撒的名字那

就是屬於他了，凱撒的東西就歸還給他好了，並沒有墜入希律黨人政治陷阱，因

為耶穌最重要的任務不是政治，否則在他被捉拿時豈不可向天父求「差遣比十二

營還多的天使來嗎？」（太 26：53） 

 我們沒有耶穌的智慧來回應政治問題，且往往深陷其中，甚至把正常生活都扯

上關連。肺炎疫症已纏繞我們一年有多，嚴重影響很多人的生計、學生的學習、

長者的精神健康、整個世界依賴的經濟體系、和戴了超過一年討厭的口罩。世界

各地的醫療機構都努力研發疫苗，因為這是現今最有效壓止疫情的方法，當然在

與時間競賽底下，總有一定的風險，所以仍有人對注射疫苗抱觀望態度，這是無

可厚非的，但把注射疫苗與政治扯上關係，因為政見不同而把疫苗視為政治棋子，

就是不能把「凱撒的歸凱撒」，一盡公民的責任了。（筆者已接種了疫苗）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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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復活期第三主日 (白/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4 篇 5-8 節 (舊約 758 頁) 眾立 

主席： 5 當獻上公義的祭，又當倚靠耶和華。 
會眾： 6 有許多人說： 

「誰能指示我們甚麼好處？ 
 耶和華啊，求你用你臉上的光照耀我們。」 

主席： 7 你使我心裏喜樂， 
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 

同誦： 8 我必平安地躺下睡覺， 
因為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 

3. 讚美：祂是神 (世紀頌讚 203 首) 眾立 

祂是神，祂是神，祂是勝過死亡並復活的神， 
當向祂跪拜，當向祂稱頌基督耶穌是神。 
祂是神，祂是神，祂是勝過死亡並復活的神， 
當向祂跪拜，當向祂稱頌基督耶穌是神。基督耶穌是神。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因祂活着 (世紀頌讚 206 首) 眾坐 

1 神遣愛子，被稱為耶穌，降世為人赦罪治病； 
 甚至捨命為贖我罪過，那空墳墓証明救主基督活着。 ** 
2 新生嬰孩懷抱在手中，何等安詳使人歡喜； 
 但你確信這幼小生命，卻能面對着明天，因救主活着。** 
 (間奏) 
3 當我走完人生的路程，面對死亡爭戰痛苦； 
 救主為我戰勝了死亡，在榮耀中我見救主祂是活着。 ** 
 

** 因祂活着，我能面對明天，因祂活着，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生命充滿了價值，只因祂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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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路加福音 24 章 36-48 節 (新約 135 頁) 

36 正說這些話的時候，耶穌親自站在他們當中，說： 
「願你們平安！」 

37 他們卻驚慌害怕，以為所看見的是魂。 
38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為甚麼驚恐不安？為甚麼心裏起疑惑呢？ 
39 你們看我的手和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我了。 

摸摸我，看，因為魂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 
40 說了這話，他就把手和腳給他們看。 
41 他們還在又驚又喜、不敢相信的時候，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這裏有甚麼吃的沒有？」 
42 他們給了他一片烤魚， 
43 他接過來，在他們面前吃了。 
44 耶穌對他們說： 

「這就是我從前和你們同在時所告訴你們的話：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 
和《詩篇》上所記一切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45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 
46 又對他們說： 

「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47 並且人們要奉他的名傳悔改、使罪得赦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48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 
 
使徒行傳 3 章 12-19 節 (新約 183 頁) 

12 彼得看見，就對百姓說： 
 「以色列人哪，為甚麼因這事而驚訝呢？ 
 為甚麼定睛看我們， 
 以為我們憑自己的能力和虔誠使這人行走呢？ 

13 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就是我們列祖的神，已經榮耀了他的僕人耶穌， 
 這耶穌就是你們交付官府的那位， 
 彼拉多決定要釋放他時，你們卻在彼拉多面前棄絕了他。 

14 你們棄絕了那聖潔公義者， 
 反而要求釋放一個兇手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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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們殺了那生命的創始者，神卻叫他從死人中復活； 
 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 

16 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使你們所看見所認識的這人健壯了； 
 正是他所賜的信心使這人在你們眾人面前完全好了。 

17 「如今，弟兄們，我知道你們做這事是出於無知， 
你們的官長也是如此。 

18 但神藉著眾先知的口預先宣告過基督將要受害的事， 
 就這樣應驗了。 
19 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去。 

7. 詩班獻詩：主作王 (恩頌聖歌 115 首) 眾坐 

1 美好腳蹤！登山宣佈喜訊的人帶來歡樂佳音； 
傳播平安，將救恩大喜訊傳揚：主作王！主作王！  ** 

2 捨棄榮光，祂無佳形美容可誇，可吸引人歸祂； 
被人看輕，遭受譏笑、嘲弄、唾罵，但王權歸於祂！ ** 

3 被罪壓傷，因我們犯的罪被殺，代受刑罰鞭打； 
我們迷失，祂捨生親拯救迷羊，將罪孽盡擔當。   ** 

4 馴如羊羔，祂被牽到屠場宰殺，默默受刑刀下； 
盡瘁喪生，將祂生命傾倒淨盡，賜罪人重生恩。   ** 

5 死而復生，充滿威嚴、榮美、恩典，復活的主執權！ 
何等的愛，瞻祂雙足、雙手、肋旁！生命主顯恩光！ ** 
 

** 祂作王！祂作王！祂作王！永作王！ 

8. 奉獻：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 (世紀頌讚 367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以斯帖記 4 章 1-3、7-17 節 (舊約 688 頁) 眾坐 

1 末底改知道所發生的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披麻蒙灰， 
 在城中行走，痛哭哀號。 

2 他到了朝門前就停住腳步，因為穿麻衣的不可進朝門。 
3 王的諭旨和敕令所到的各省各處，猶太人都極其悲哀， 

 禁食哭泣哀號，許多人躺在麻布和爐灰中。  
7 末底改把自己遭遇的一切， 

 以及哈曼為滅絕猶太人答應捐入王庫的銀數都告訴了他； 
8 又把那傳遍書珊、要滅絕猶太人的諭旨抄本交給哈他革， 

 要他給以斯帖看，並向她說明，囑咐她去晉見王， 
 向王懇求，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請命。 

9 哈他革回來，把末底改的話告訴以斯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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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以斯帖吩咐哈他革去見末底改，說： 
11 「王所有的臣僕和各省的百姓都知道有一個定例， 

若未奉召見，擅入內院見王的，無論男女必被處死；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 
但我沒有被召進去見王已經有三十天了。」 

12 他們把以斯帖的話告訴末底改。 
13 末底改託人回覆以斯帖說： 
「你不要自己以為在王宮裏強過任何猶太人，得以倖免。 

14 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太人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15 以斯帖吩咐人回覆末底改說： 
16 「你當去召集書珊所有的猶太人，為我禁食三晝三夜， 

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 
然後我違例去晉見王，我若死就死吧！」 

17 於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做。 

10. 信息：此時你若閉口不言 眾坐 

11. 回應：主，我願忠心於祢 (生命聖詩 348 首) 眾立 

1 主，我願忠心於祢，賜我能力，賜我能力， 
 主，我願與祢同行，時刻不息，時刻不息。  ** 
2 主，賜祢火熱的心，住我心內，住我心內， 
 賜我祢善良性情，脫離諸罪，脫離諸罪。   ** (間奏) 
3 我每日要如此行，祢意必遵，祢意必遵， 
 惟獨耶穌，惟有祢，充滿我心，充滿我心。  ** 
 
** 我願跟祢腳踪行，遵祢命令，遵祢命令； 
  道路上若遇荊棘，導我前行，前行。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Praise to the Lord! The Almighty， 眾坐 

    the King of Creation (op.129 No.9) by Gustav Merkel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福音證主協會、 

宣道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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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余月娥姊妹 余月娥姊妹

讀經: 連思樺姊妹 陳朝發弟兄 連思樺姊妹 黃佩貞執事 周鈺貽姊妹 顧建德弟兄 周鈺貽姊妹 呂浩然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繆迺頌姊妹 -　- 林義妹姊妹 林文蓮姊妹 張慧清姊妹 -　-

司事: 顧建德弟兄 黃慧儀姊妹 何美蘭姊妹 劉惠雯姊妹 黃寶強弟兄 袁麗娟姊妹 麥寶儀姊妹 文玉玲姊妹

當值: 王月珊姊妹 孔憲榮弟兄 鄧民亮弟兄 沙韋琪姊妹 甄志賢弟兄 陳惠霞姊妹 余穎欣姊妹 呂君達執事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李雪葵姊妹 徐俊榮執事 鄭美珍姊妹 陳永祐執事 李芷珊姊妹 許偉賢弟兄 雷君昊弟兄

執事: 黃佩貞執事 黃佩貞執事 陳永祐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梁銘章弟兄 蔡加德弟兄 楊明麗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司琴: -　- -　-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　- -　- 鄔瑜正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司事: -　- -　- 劉子民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和平: 譚慧冰姊妹 林溢敏姊妹 譚慧冰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郭小姬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郭小姬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四主日(白/金)(4月25日) 復活期第三主日(白/金)(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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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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7PUYq8Mg8L4A64V38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牧同工有效牧
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弟兄姊妹若出現情緒波動、面臨抉擇及生活需要等問題，請與本
堂牧者聯絡，會盡力傾聽、舒解及代禱。 

4) 本堂將於 4 月 24 日（六）晚上 7:00 舉行「變幻中的平安」佈道

會，由余德淳博士主講，佈道會將同時以實體聚會和網上直播形

式進行，請弟兄姊妹邀請親友赴會或參與網上直播。此外，本主

日上午 10:30 至 11:15 於 103 室舉行陪談員簡介會，請已報名或

有志作陪談員的肢體出席簡介會。另外，佈道會招待員於今日截

止報名，請使用圖書閣對出間隔上報名表，亦可登入

https://forms.gle/UTogUN2udLzqtxrL9 報名。 

5) 本年第三季的青成主日學課程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參加的弟兄
姊妹請於 25/4(日)或以前提交電子報名表(【信仰初探課程】：
9/5(日)或以前)，所有課程以實體形式上堂。若崇拜聚會安排有
變，各課程的上課時間及形式可能會有改動。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報名連結 

在困惑人生

中尋著祢 

【信仰初探

課程】 

- 對象為初信或對基督教仰有

興趣的朋友。 

- 和學員探索基督教信仰的核

心價值，與人生意義之間的關

係 

江慕慈姑娘 5 月 16 日(日)開課， 

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 共 5 堂) 

https://forms.gle/FMf6bmCki2WmZP3

A6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    

睇真 D】 

讓學員透過觀察經文及發問，

實踐信仰。 

陳麗樟姑娘、

吳可淇弟兄、

陳樂獻弟兄 

5 月 9 日(日) 開課，

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https://forms.gle/386gXvn5y66LChMw

8 

高中主日學 

「理」清信

仰 

基督教信仰有理性的支持嗎？

科學、苦難、自由意志與基督

教信仰有衝突嗎？基督教很霸

道嗎？本課程我們會與你解答

一些常見的信仰問題，一起從

理性探索信仰。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5 月 2 日(日) 開課，

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共 10 堂 ) 

https://forms.gle/o9k13J7HyhkLAXae7  

成人主日學 

【以弗所書】 

我們讀以弗所書時，是否慣常

著眼於個人生命在主裏的改變

和成長，「脫去舊人，穿上新

人」？邀請你再次認識保羅這

封書信的收信人─ 在基督裏

的新人。 

劉麗梅姑娘 5 月 2 日(日) 開課，

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共 10 堂 ) 

https://forms.gle/PVy3zKVJHyd8WYs

h7  

https://forms.gle/7PUYq8Mg8L4A64V38
https://forms.gle/FMf6bmCki2WmZP3A6
https://forms.gle/FMf6bmCki2WmZP3A6
https://forms.gle/386gXvn5y66LChMw8
https://forms.gle/386gXvn5y66LChMw8
https://forms.gle/o9k13J7HyhkLAXae7
https://forms.gle/PVy3zKVJHyd8WYsh7
https://forms.gle/PVy3zKVJHyd8WYs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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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學 

【基督教倫

理與世界

分別/融

和？】 

倫理是叫人如何做適當的事，

好讓大家能和平共存，固然能

夠領人歸主是我們的任務，但

無視別人的文化價值觀，就不

會得到別人的尊重了，本課就

是探討基督教的倫理觀如何於

這個（大多數人都未信的）世

界中定位、真正成為「世上的

鹽和光」 

麥志成牧師 5 月 2 日(日) 開課，

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共 11 堂 ) 

https://forms.gle/VtC6xV54MUZ81bV

K9 

6) 本年度奉獻收據會以「電子收據」於 4 月 26 日(一)後以電郵發
送。會友欲更改電郵信箱地址或希望以其他形式領取收據，請
登入 https://forms.gle/SfAYM6ULNoGbV19d8 填寫資料。截止
日期：4 月 25 日(日)下午 1 時正。 

7) 因疫情延後的 2020 年洗禮訂於本年 5 月 23 日(日)午堂後隨即
舉行，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共證主恩。 

8) 本堂詩班招募弟兄姊妹參與詩班司琴事奉，可與盧影媚姊妹、
陳志輝傳道聯絡及查詢詳情。(建議須考獲鋼琴/風琴八級或以上) 

9)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10) 會友周勤國弟兄安息禮定於 5 月 4 日(二)晚上 7:30 在大圍寶福

紀念館福積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1)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將由 4 月 28 日(三)起作離職前休假，並於
5 月 9 日正式離任。 

12)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負責辧公室行政及會計工作，處理收
入賬目，一般文書工作及辦公室行政事務，簡報製作及支援堂
會日常運作，須週六、日工作及有需要時於晚上上班。應徵者
須具備 LCCI 中級或以上的會計資歷及一般文書工作經驗，有
基本公司秘書經驗者更佳；熟悉電腦中文輸入法；主動盡責，
善於溝通，重團隊精神。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有關
詳情可向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查詢。 

https://forms.gle/VtC6xV54MUZ81bVK9
https://forms.gle/VtC6xV54MUZ81bVK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