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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非勢力 

 被譽為世界首富、生產暢銷電動車、又發展高科技和太空工業的馬斯克（Elon 

Musk），忽然提出收購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一個與他風馬牛不相及的網絡產

業。他向推特董事局表示，在他的理想中，推特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平台，但現時

這種運作模式很難實踐，唯有轉型為一間私人公司才可以，這就是他收購推特的

原因，原來馬斯克是推特極為活躍的用戶，有多達 8330 萬的追隨者。不知是否這

個理想，打動了董事局的心，最後他以 440 億成功收購，並承諾減少內容限制，

擴闊言論自由空間，他能否維持承諾就要拭目以待了。 

 

 在美國因為馬斯克這種「俠客式」行為—為改善營運理想而乾脆收購別人的

公司，就引來大家的熱議，當然也有人拿來開玩笑，在推特貼文請馬斯克也收購

一些「不合心意」的公司，好改善他們的營運方針，例如收購某間快餐連鎖店，

改變他們出售食物的質素，甚至有人提出收購整個城市，好請他來改善日趨沒落

的經濟、治安、民生等問題，這些貼文一方面叫人啼笑皆非，但也點出了一個現

象—我們對某些事物不滿，自己不想辦法，卻希望別人、甚至局外人來「行俠仗

義」。 

 

 或許有人會爭議，要改善那些問題，就只有馬斯克般財雄勢大才能辦得到，

這其實只會帶來更大的危機，因為壞人不也可恃著財力、權勢來進行破壞嗎？所

以，自己的問題就要自己來解決，不是其他人、更不是根本並不處身於你的環境、

沒有身同感受的人來插手。另一方面，或許你覺得單憑個人力量，效果可能微不

足道，不過你不知還有多少像你有一樣抱負的人，各自在不同角落努力，最終會

帶來意想不到的改變，這些人本來都是勢孤力弱的，但有時環境的改變並不是有

錢就可以發生，這在三年多的疫情可以看得到。 

  先知以利亞也以為自己勢孤力弱，不可能對抗王后耶洗別的軍兵和假先知，

所以氣餒得要尋死，不過神告訴他原來還有七千個像他一樣潔身自愛的先知。而

且神選擇以微小的聲音來呼喚他，而不是天崩地裂的巨響，叫他知道神的的大能

不一定是轟天動地、鋪天蓋地，而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力量。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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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崇拜程序 

 復活節期第四主日（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23 篇 1、6 節 (舊約 777 頁) 眾立 

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3. 讚美：榮耀歸於真神 (生命聖詩 8 首) 眾立 

1 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為愛世人甚至賜下獨生子， 
 獻上祂生命為人贖罪受害，永生門已大開人人可進來。 * 
2 救主流寶血，何等全備救恩；真神應許賜給凡信祂的人； 
 罪人中之罪魁若真心相信，一信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 *(間奏) 
3 父神啟示真理，祂成就大事，藉聖子耶穌我們歡欣無比， 
 將來見主面我們必更驚訝，何等奇妙改變，更純潔無瑕。* 
 
* 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聆聽主聲； 
 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 
 請來藉聖子耶穌來到父前，榮耀歸主，祂已成就大事工。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慶主復活 (生命聖詩 127 首) 眾坐 

**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1 天父兒女，齊聲歌唱，榮耀之主，天庭之王， 
 墓中復起，戰勝死亡。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2 復活之晨，黎明初臨，忠心婦女，聯袂前奔， 
 欲尋安放聖體之墳。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3 忽見天使，身穿白衣，坐在墓口，發出宣示： 
 “祂已復活往加利利。”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4 有人未見復活之主，卻能持守信心堅固， 
  他們必得永生之福。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間奏) 
5 復活之日最為神聖，以心以口向主歌頌， 
 讚美聲中喜樂融融。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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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23 篇 (舊約 777 頁) 

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啟示錄 7 章 9-17 節 (新約頁) 

9 此後，我觀看，看見有許多人，沒有人能計算，是從各邦國、 
 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 
10 大聲喊著說： 
 「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於羔羊！」 
11 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以及四個活物的周圍， 
 俯伏在寶座前，敬拜神， 
12 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能、 
 力量都歸於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13 長老中有一位回應我說： 

「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哪裏來的？」 
14 我對他說：「我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向我說： 

「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 
 他們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潔白。 

15 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奉他； 
 那坐在寶座上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 
16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太陽必不傷害他們， 
 任何炎熱也不傷害他們， 
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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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福音大能 (普天頌讚 275 首) 眾坐 

1 幽暗消散，白日已臨，天國後嗣奮起同顯曙輝光明！ 
 毒鈎、權勢—死亡—敗退，神應許的新事完備成全， 
 唱阿利路亞！天地歌交匯！ 
2 仰瞻寶架，看主空墳！皆歡慶上主恩：愚拙竟能救拯。 
 神子無罪釘作罪犯，倚靠上主大能復生顯現， 
 唱阿利路亞！遍地當傳揚！ 
3 紅日青草，生機發旺！上帝愛人何深！嶄新時代開創。 
 羣生整裝歡迎嘉賓，離開墳墓身披明光衣袍， 
 唱阿利路亞！恩澤蔭萬民！ 
4 重拾信仰，和平終現：因主已解綑鎖， 
 權柄止息刀劍，仇憎妒恨不再橫行； 
 榮凱得勝主愛賜新希望，唱阿利路亞！愛已闢新徑！ 
5 “神國降臨！”我王宣諭，公義、喜樂顯彰篤信基督之處， 
 離棄舊日僵化信仰，重新進發光明路徑， 
 歌唇唱“阿利路亞，主前導率領！” 
6 鑼鼓響應，歌聲紛競，歡欣讚頌救主，神公義今得勝， 
 同聲在主基督愛裏聯結四方主內蒙福信眾， 
 唱阿利路亞！基督獨一主！ 

8. 奉獻：如鹿切慕溪水 (美樂頌 81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 章 26-38 節 (新約 86 頁) 眾坐 

26 到了第六個月， 
 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這城名叫拿撒勒， 
27 到一個童女那裏，她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
 童女的名字叫馬利亞。 
28 天使進去，對她說：「蒙大恩的女子，你好，主和你同在！」
29 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 
 又反覆思考這樣問候是甚麼意思。 
30 天使對她說： 
 「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 
31 你要懷孕生子，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32 他將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主神要把他祖先大衛的王位給他。 
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沒有窮盡。」 
34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會有這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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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天使回答她說： 
 「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你， 
 因此，那要出生的聖者要稱為神的兒子。 
36 況且，你的親戚伊利莎白，就是那素來稱為不生育的， 
 在年老的時候也懷了男胎，現在懷孕六個月了。 
37 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38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願意照你的話實現在我身上。」
 於是天使離開她去了。 

10. 信息：母親唔易做 眾坐 

11. 回應：每一天 (青年新歌 7 首) 眾立 

1 深知道過去每一刻光陰，遭試煉，力量我主願賜； 

 不需要再困惱每天擔心，倚靠父預備，細心極致。 

 上帝心仁慈無邊不可測，神定有最美好的計劃， 

 一生裡，縱滿有喜憂相偕，主愛護，日夜賜安泰。 

2 深知道，晝晚我主施恩惠，祂每日極願意親步近； 

 祂甘背我重擔賜給安慰，祂滿是力量，每天導引。 

 父疼惜孩兒能傾出一切，神定意這應許必兌現； 

 祂應允賜我能力終此世，今我願盡力以心獻。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橋 (美樂頌 145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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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國際)出版社、宣道

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授權使用。



 

6 

 

 

 
 

 
 

 

 

 

 
 

 

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插花/司數: 楊婉芳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林義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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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喜樂:

仁愛:

連卓鴻弟兄 李芷珊姊妹 袁麗娟姊妹

-　-

- -

羅志威弟兄 黃香娣姊妹 張漢榮弟兄

陳志立弟兄 梁睿熙弟兄 陳永祐執事

呂君達執事 蔡頴鈞執事

雷書昊弟兄

潘裕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鄭倩雲姊妹 鄭　琦姊妹 黎翠琼姊妹 林義妹姊妹

謝月芬姊妹 柯思敏姊妹 謝月芬姊妹 柯思敏姊妹

黃翠屏姊妹

葉翠妍姊妹 李敬因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鄧美葆姊妹

林曉潼姊妹

陳何美寶師母

*** 合 堂 *** *** 合 堂 ***

麥志成牧師

李英楠姊妹黃翰濤弟兄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節期第五主日（金）(5月15日) 復活節期第四主日（金）(5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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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恩典浸信會陳何美寶師母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以賽亞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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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1-2022 年第三季的青成主日學課程這兩星期陸續開課。若

你參加實體課堂，上課地點如下。若崇拜聚會恢復兩堂，上

課時間改為上午 10:30 - 11:15。 
課程名稱 導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上課地點 

成人主日學 

【這是怎樣的平

安】】 

劉麗梅姑娘 5 月 15 日(日) 開課，

逢星期日，共 7 堂 

早上 12：00 至 12：45   

104 室 

成人主日學 

【基督教藝術與靈

修】 

麥志成牧師 5 月 8 日(日) 開課，逢

星期日，共 11 堂 

早上 12：00 至 12：45   

副堂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睇真 D】 

黃敬熙先生、

陳樂獻先生、

麥浩澄先生 

5 月 8 日(日) 開課，逢

星期日 

早上 12：00 至 12:45 

101 室 

6) 5 月 9 日(一)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7) 會友林殷宏弟兄父親(林恩忠先生)於 5 月 2 日(一)離世，求主

安慰其家人。 

8) 會友薛秀英姊妹安葬禮定於 5 月 13 日(五)上午 10 時在葵涌

火葬場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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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環球聖經公會與本堂合辦聖經課程，詳情如下，有興趣參加

者請於網上報名： 

 
課程名稱  真假信徒──雅各書解讀 

課程簡介 

 

雅各書可從不同角度探討，包括信徒如何面對試煉

（1:2）、信徒的完全（1:4）、信行合一（2:14）。本課

除了介紹前人的成果，更會從雅各如何引用舊約入手，更

深入了解雅各書的精髓。 

課程導師 - 黎永明博士（環球聖經公會培訓總監、建道神學院教牧

學博士） 

上課日期、 

時間及地點 

- 7/6，14/6，21/6（週二，3 堂），晚上 7:30-9:15 

- 本堂禮堂 

報名連結 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https://www.wwbible.org/%E7%B6%B2%E4%B8%8A%E5%A0%B1%E5%90%8D
https://www.wwbible.org/%E7%B6%B2%E4%B8%8A%E5%A0%B1%E5%90%8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