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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疫境思維 

 疫症流行至今兩年有多，我們經歷了幾波的衝擊，有過一段所謂「清零」的時

間，大家難得放鬆一下，可是新的變種又來勢洶洶，使我們又回復在家工作、停

課、停夜市、教會停聚會的日子，自然又怨聲載道，少不免對政府的防疫政策冷

嘲熱諷，例如停止食肆傍晚六時後堂食，有人就批評這根本毫無道理，難道病菌

每天傍晚六時後才「上班」？要停就要整天都停好了。筆者只把這些說話看為牢

騷，並不是認真的討論，理性一點來看病菌當然沒有「上班」時間，停夜市都是

為了減少市民聚集，希望可以阻止病菌廣泛散播，沒有整天停堂食是為了減低對

大家正常生活的影響吧。不過有人卻因此而相信政府背後別有陰謀，企圖箝制大

家的自由。原來這種思維並不只在這地方發生，世界各地也有同樣的「陰謀」論

—戴口罩、接種疫苗、保持社交距離等都只是控制民眾的方式。 

 二零二一年，加拿大健康研究所 Canadian Institute of Health Research（政府機

構）展開一項國際調查，研究疫症之下陰謀論及虛假消息在產生焦慮、抑鬱及信

任問題上的角色，結果發現美國、香港和菲律賓在陰謀論及虛假消息傳播上最為

盛行，因而也引起市民的焦慮和抑鬱。研究指出網絡媒體及群眾中間散播信息是

最大的謠言傳播渠道，這極端現象一方面是因為網絡媒體無遠弗屆，不過也出現

可信性問題，許多人又回到傳統傳播媒體，於是另一方面又增加群眾間的傳播虛

假消息，研究又發現越多接觸網絡媒體和政客意見的，比多接觸傳統媒體及醫療

專家信息的，更容易相信陰謀論和虛假消息，所以世界衛生組織（WHO）呼籲除

了要面對疫症威脅之外，還要應付「資訊疫症」（infodemic）那就是跟隨疫症而出

現的信息危機。 

取自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g.2021.646394/ful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6 April 2021  

 其實自疫症爆發至今，虛假消息、陰謀論就響徹雲霄，像疫症一樣四處傳播，

也像疫症那麼可怕。作為基督徒，有時會問為什麼神仍不動工消滅疫症？他沒

有聽到我們的禱告嗎？再想一下，神真的沒有做過什麼嗎？還是人的自私、仇

恨、偏見、缺乏信任、或許還加上無知，使病菌像撒但的爪牙有機可乘，把人

引誘入無盡的苦毒中呢？ 

麥志成牧師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g.2021.646394/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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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顯現期第三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9 篇 1 節 (舊約 773 頁) 眾立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手的作為。 

3. 讚美：主的喜樂是我的力量 眾立 

祢是我神，快樂盼望， 

發動發揚救恩真光， 

那懼怕到處碰路障， 

信賴祢賜予我方向， 

照舊跳與唱靠主歡欣永享。 

常存讚美，無窮憂傷化作快樂， 

全然讚美，從晨曦歡慶到日落， 

讓祢恩光照亮，崇拜讚美歌唱。 

我要頌讚，跳舞頌讚，我要頌讚，滿心驚歎， 

我要吶喊，全情歡呼祢就是王！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除祢以外 眾坐 

大地頌讚歡唱，讚美祢名字，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萬族萬國高唱，讚美祢名字，從永遠到永遠，祢超過諸天。 

除祢以外，找不到尊貴像祢，除祢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 

除祢以外，並沒有，沒有別名，可以配受權柄， 

讚美以及崇敬，聖潔、國度、榮耀全屬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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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尼希米記 8 章 1-3、5-6、8-10 節 (舊約 672 頁) 

1 那時，眾百姓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前的廣場， 
 請以斯拉文士將耶和華吩咐以色列的摩西的律法書帶來。 
2 七月初一， 
 以斯拉祭司將律法書帶到聽了能明白的男女會眾面前。 
3 他在水門前的廣場，從清早到中午， 
 在男女和能明白的人面前讀這律法書，眾百姓都側耳而聽。 
5 以斯拉站在上面，在眾百姓眼前展開這書。 
 他一展開，眾百姓都站起來。 
6 以斯拉稱頌耶和華至大的神，眾百姓都舉手應聲說： 
 「阿們！阿們！」他們低頭，俯伏在地，敬拜耶和華。 
8 他們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書，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9 尼希米省長、以斯拉祭司文士， 
 和教導百姓的利未人對眾百姓說： 

 「今日是耶和華－你們神的聖日，不要悲哀，也不要哭泣。」
這是因為眾百姓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哭了。 

10 尼希米對他們說： 
 「你們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預備的就分給他， 
 因為今日是我們主的聖日。 
 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哥林多前書 12 章 18-27 節 (新約 262 頁) 

18 但現在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一一安置在身體上了。 
19 假如全都是一個肢體，身體在哪裏呢？ 
20 但現在肢體雖多，身體還是一個。 
21 眼睛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 
 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 
22 不但如此，身上的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 
23 身上的肢體，我們認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 
 我們不雅觀的，越發裝飾得雅觀。 
24 我們雅觀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 
 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25 免得身體不協調，總要肢體彼此照顧。 
26 假如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 
 假如一個肢體得光榮，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27 你們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都是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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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榮耀主竟屈尊 (恩頌聖歌 111 首) 眾坐 

1 柔和謙卑的人，竟是威嚴真神，上帝親成為人，耶穌是上帝； 

 永恆不滅的主，降臨人間居住，為人謙卑洗腳，竟屈尊下跪。  ** 

2 祂是天父光華，完善、清潔、無瑕，竟學謙卑、順服， 

 被釘在十架；受難，親賜生命；受死，犧牲得勝， 

 為殘害祂的人，求天父赦免。  ** 

3 智慧深奧難尋，眼看不見的神，永不熄滅的愛，藏卑微肉身； 

 無限高超的神，降世屈尊為人，使人類得尊貴，藉祂登寶座。  **  
** 榮耀主竟屈尊，奧秘奇妙高深！屈膝敬拜祂， 

祂是永生神！永生真神！神！我們的神！ 

8. 奉獻：Shout to the Lord（獻上頌讚） 眾坐 

9. 信息經文：路得記 2 章 1-4、8-12、18-20 節 (舊約 368 頁) 眾坐 

1 拿娥米有一個親戚，是她丈夫以利米勒本族的人， 
 名叫波阿斯，是個大財主。 
2 摩押女子路得對拿娥米說： 
 「讓我到田裏去拾取麥穗，我在誰的眼中蒙恩， 
 就跟在誰的身後。」拿娥米說：「女兒啊，你去吧。」 
3 路得就去了。她來到田間，在收割的人身後拾取麥穗。 
 她恰巧來到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塊田裏。 
4 看哪，波阿斯正從伯利恆來，對收割的人說： 
 「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 
 他們對他說：「願耶和華賜福給你！」 
8 波阿斯對路得說： 
 「女兒啊，聽我說，不要到別人田裏去拾取麥穗， 
 也不要離開這裏，要緊跟著我的女僕們。 
9 你要看好我的僕人正在哪塊田收割，就跟著女僕們去。 
 我已經吩咐僕人不可侵犯你。 
 你渴了，可以到水缸那裏喝僕人打來的水。」 
10 路得就臉伏於地叩拜，對他說： 
 「我既是外邦女子，怎麼會在你眼中蒙恩， 
 使你這樣照顧我呢？」 
11 波阿斯回答她說： 
 「自從你丈夫死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 
 以及你離開父母和你的出生地， 
 到素不相識的百姓中，這些事人都告訴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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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報償你。 
 你來投靠在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願你滿得他的報償。」 
18 路得把所拾取的帶進城去給婆婆看， 
 又把她吃飽所剩的拿出來，給了婆婆。 
19 婆婆問她說： 
 「你今日在哪裏拾取麥穗？在哪裏做工呢？ 
 願那照顧你的得福。」路得告訴婆婆，她在誰那裏做工， 
 說：「我今日在一個名叫波阿斯的人那裏做工。」 
20 拿娥米對媳婦說： 
 「願那人蒙耶和華賜福，因為他不斷地恩待活人死人。」 
 拿娥米又對她說： 
 「那人是我們本族的人，是一個可以贖我們產業的至親。」 

10. 信息：活在恩典與責任之中 眾坐 

11. 回應：那等待耶和華的人(青年聖歌 III 126 首) 眾立 

1 在禾場上收割的僕人，疲乏困倦非常， 
 快來等候賜福的恩主，必重新得力量。  ** 
2 有時我們會疲倦灰心，不覺口吐怨氣， 
 我們既信靠永活救主，為何灰心喪志。  ** 
3 應當歡樂因主常同在，祂永遠不離開， 
 舉目仰望勇敢向前走，主必賜恩下來。  ** 
 
** 那等候耶和華的人，必重新得力； 
 必如鷹向上騰，必如鷹展翅向上飛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永不疲乏，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永不疲乏，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Jesus Lives! thy terrors now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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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插花/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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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

仁愛: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暫　停 暫　停

李寶玲姊妹 黃愛娣姊妹 李寶玲姊妹 黃愛娣姊妹

李燕怡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燕怡姊妹 李芷珊姊妹

暂　停 暂　停

暫　停 暫　停

鄧玉芬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敏儀姊妹 余泳恩小朋友

蔡頴鈞執事 陳永祐執事

潘裕圖弟兄

暂　停

陳志立弟兄 同　工

暂　停

張淑敏姊妹 同　工

麥浩澄弟兄 馬婉婷姊妹 麥浩澄弟兄 馬婉婷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江慕慈姑娘

陳志輝先生

*** 合 堂 *** *** 合 堂 ***

梁國強博士

吳綺薇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三主日（綠）(1月23日) 顯現期第四主日（綠）(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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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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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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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9BcdyN2gnY8bn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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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讀經計劃《哥林多後書》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

上載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

在生活中實踐。 

4) 今日中午 12:00 開始，兒童主日學：喜樂班、溫柔班、信實

班以 Zoom 形式上堂，直至另行通知。連結已在電話群組公

佈。 

5)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6) 配合疫情措施，個別青成聖經課程安排變動如下： 

 

 

 

課程名稱 導師 暫定課程安排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睇真 D】 

陳志輝牧師、 

黃敬熙先生、 

陳樂獻先生 

 
 
暫以網上形式上課，課程導師會個別聯絡

學員上課安排。 高中主日學 

【門訓學堂：使徒行傳教我們

的事】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成人主日學-進階 

【大結局？翻轉啟示錄】 

麥志成牧師 暫以網上形式上課， 

1 月 23 日（日）中午 12:00 開課， 

透過 whatsapp 把上課連結給學員 

週二晚間網上課程-初級 

【歸回安息的人生】 

江慕慈姑娘 1 月 25 日(二) 晚上 8：30 至 9:30 

開課，透過電郵把上課連結給學員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