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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牧者都要走了？ 

 大家都知道臉書（Facebook）是個免費的社交平台，既然是免費當然要依靠廣告收

益來維持營運了，照所知他們會使用一種「演算法」（ algorithm）來計算使用者的喜好

—大概是根據使用者在臉書貼文的內容、關注的重點和使用習慣，把相應的廣告資訊推

送至使用者的網頁，例如筆者就經常收到不同的繪畫藝術群組訊息，不過有時推送來的

資訊卻使人摸不著頭腦，為什麼兒童教育機構的廣告與我有關？難道他們還會收集我們

對話的聲音？ 

 最近更收到一段推介的短片，內容竟然是一個當了十年的傳道訴說為什麼選擇離開

教會！看來面書不單用演算法、竊聽，現在還會刺探使用者的內心世界了？這名傳道來

自馬來西亞一所「超級堂會」（Mega Church，聚會人數上萬計的教會），主要負責年青

人工作，他們以強勁節奏的音樂、跳躍興奮的崇拜模式、熱鬧的小組活動、甚至免費食

物為招徠，吸引成千上萬的年青人來教會，每個周末教會充滿了年青人，任何人看來都

是十分成功的。 

 然而兩年前疫症開始肆虐，各處都要奉行保持社交距離，教會的聚會也要改為在網

上進行，照那傳道分享網上聚會不但與實體不能同日而喻，而且年青人漸漸失去興趣，

一下子以往努力帶回來的年青人都流失了，這使那位傳道思考到依賴教會活動來維繫年

青人的問題：首先他理解到聖經並沒有教導以教會活動來傳揚福音，反而是注重弟兄姊

妹在教會以外的見證來吸引未信者，這當然是要好好牧養弟兄姊妹，使他們有美好的生

活見證，到教會以外傳揚救恩。 

 這位傳道並沒有否定教會辦活動的價值，也沒有抱怨教會牧養失當，他只是想實踐

在教會以外找一份普通工作，與未信的人接觸，透過生活見證來引導人信主的信念。筆

者不認識這位傳道，卻看出他的真誠和勇於實踐信念，這比一些只會在台上空談信念，

指使會眾去實踐他的理想，自己美其名擔當領導卻只是袖手旁觀的人有承擔得多，實在

令人肅然起敬，也挑起自我省察，深願他被神使用。 

 面書沒有竊聽、刺探筆者的內心，而是神在適當的時候—當很多人都離去，給我

們重新上路的提醒吧。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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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七月十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五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82 篇 1、3、8 節 (舊約 845 頁) 眾立 

1 神站立在神聖的會中，在諸神中施行審判。 
3 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 
 為困苦和窮乏的人施行公義。 
8 神啊，求你起來審判全地，因為你必得萬國為業。 

3. 讚美：讚美上主 (普天頌讚 30 首) 眾立 

1 讚美上主，全能真神，宇宙萬有君王； 
 我靈頌主，因祂永遠是我救贖、健康； 
 有耳能聽，同來親瞻主聖容，歡欣頌主，虔敬讚揚。 
2 讚美上主，榮耀權能，奇妙統治萬物， 
 展開恩翼，溫柔保護，扶持、顧念、養育； 
 你豈不見所需主供應豐富，主賜恩福遠超禱求。 
3 讚美上主，使我工作亨通，處處看顧， 
 上主恩慈，上主美善，每天環繞、保護； 
 仔細再思，全能臂膀行奇事，主愛為朋何等恩福！ (間奏) 
4 讚美上主，凡我裏面盡心崇敬、稱揚； 
 但願天下凡有血氣同來讚美、歌唱； 
 屬主民眾重新一致說“阿們”，歡欣讚美、敬拜君王！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稱揚真神到永遠 (普天頌讚 29 首) 眾坐 

1 讚美歌聲似泉湧，地與天歡呼稱頌， 
 詩章、頌詞敬獻奉，稱揚真神到永遠。 
2 讚美歌聲不休止，傳揚上主作奇事： 
 慈愛、真理、行公義；稱揚真神到永遠。 
3 聖徒歡欣樂陶陶，見證主恩多美好， 
 信心、和平、滿恩慈，稱揚真神到永遠。 (間奏) 
4 克制魔鬼壓洪流，源繫救主恩如錨： 
 信心領受主工妙，稱揚真神到永遠。 
5 無論晝夜、在何處，敬畏、尊稱施恩主， 
 願我言行證主道，稱揚真神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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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利未記 19 章 9-18 節 (舊約 159 頁) 

9 「你們在自己的地收割莊稼時，不可割盡田的角落， 

 也不可拾取莊稼所掉落的。 

10 不可摘盡葡萄園的葡萄，也不可拾取葡萄園中掉落的葡萄， 

 要把它們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11 「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可彼此說謊。 

12 不可指著我的名起假誓，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 

13 「不可欺壓你的鄰舍，也不可偷盜。 

 雇工的工錢不可在你那裏過夜，留到早晨。 

14 不可咒罵聾子，也不可將絆腳石放在盲人面前。 

 你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 

15 「你們審判的時候，不可不公正；不可偏護貧窮人， 

 也不可看重有權勢人的臉，總要公平審判你的鄰舍。 

16 不可在百姓中到處搬弄是非，不可陷害鄰舍的性命。 

 我是耶和華。 

17 「不可心裏恨你的弟兄；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因他承擔罪過。
18 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 

 你要愛鄰如己。我是耶和華。 

 

路加福音 10 章 25-37 節 (新約 108 頁) 

25 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 

 「老師！我該做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 

26 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是怎樣念的呢？」 

27 他回答說：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如己。」 

28 耶穌對他說：「你回答得正確，你這樣做就會得永生。」 

29 那人要證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 

30 耶穌回答： 

 「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 

  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丟下他走了。 

31 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那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另一邊過去了。 

32 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那裏，看見他，也照樣從另一邊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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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可是，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路過那裏，看見他就動了慈心， 

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 

  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他到旅店裏去，照應他。 

35  第二天，他拿出兩個銀幣來，交給店主，說： 

  『請你照應他，額外的費用，我回來時會還你。』 

36 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那人的鄰舍呢？」 

37 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對他說：「你去，照樣做吧！」 

7. 詩班獻詩：上主醫治大能 (普天頌讚 535 首) 眾坐 

1 神，祢醫治的大能，全地皆沾恩典， 

 主愛普及眾生靈，廣施永久慈憐； 

 求祢俯察人苦況，悲憫拯離憂驚， 

 因奴釋放得自由，破損生命撫平。 

2 基督聖道降世上，治病、眼瞎復明， 

 勞苦困乏蒙福佑，重建破碎心靈； 

 求差我近待救者，施行醫治、幫助， 

 民眾領受我服事─主恩彰顯傾注。 

3 懇求聖靈今降臨，施展醫治權柄， 

 垂聽我們的禱告，回復眾生和平。 

 邪惡破壞甚囂張，懇求救拔、帶領， 

 直到普天下眾民歡呼曙光來臨！ 

8. 奉獻： 我們到主聖殿 (普天頌讚 122a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耶利米書 17 章 5-8 節 (舊約 1150 頁) 眾坐 

5 耶和華如此說：「倚靠人，以血肉為膀臂， 

 心中離棄耶和華的，那人該受詛咒！ 

6 他必像沙漠裏的矮樹，不見福樂來到； 

 他要住在曠野乾旱之處，無人居住的鹽地。 

7 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他所仰賴的，那人有福了！ 

8 他必像樹栽於水旁，在河邊扎根，炎熱來到，毫不察覺， 

 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一無掛慮，並且結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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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拔出沙漠的根栽於水旁 眾坐 

11. 回應：向人傳開 (青年新歌 4 首) 眾立 

1 微小火花已經足以令愛火點起， 

 圍於火堆四周，轉瞬便覺得溫暖。 

 全彷似上帝恩愛，當感到衪的愛： 

 你必將那無比的愛，傳遍世上萬人。 

2 回春明麗美景─喜見樹吐出嫩芽， 

 如歌無盡鳥聲，花競艷四周飄香； 

 全彷似上帝恩愛，當感到衪的愛： 

 似春光美，你想歌唱，傳遍世上萬人。 

3 由衷祈願你可得我獲到的欣喜─ 

 無論何樣處境，倚靠上帝的恩惠； 

 從山嶺上我呼喊，使普世都知道： 

 神犧牲愛，我深知道，傳遍世上萬人。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Voluntary (in G Major) Samuel Jackson (1818-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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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志雄牧師 沈志雄牧師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麥淑容姊妹 柯綽瑤姊妹 鄧民亮弟兄 雷書昊弟兄 連卓鴻弟兄 雷書昊弟兄 呂潔儀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陳雅媛姊妹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招待: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周寶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梁铭章 林文蓮姊妹 黃盛霞姊妹 陳惠霞姊妹

司事: 鄧愛賢姊妹 呂玉潔姊妹 李思敏姊妹 伍美娟姊妹 李翠碧姊妹 李笑歡姊妹 周家楊 陳詩韻姊妹

當值: 張漢榮弟兄 高燕萍姊妹 羅志威弟兄 余穎欣姊妹 葉德誠弟兄 黃翠屏姊妹 呂君達執事 楊彼得弟兄

影音: 張淑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許偉賢弟兄 陳喜洋弟兄 陳志立弟兄 林秋霞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執事: 蔡頴鈞執事 陳貽添執事 陳永祐執事 黃佩貞執事

插花/司數: 楊婉芳姊妹 徐敏慧姊妹 葉佩鈴姊妹 冼文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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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　- -　-

司琴: 劉樂琳姊妹 劉樂琳姊妹 -　- -　-

讀經: 梁穎童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　- -　-

司事: 陳頌諾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　- -　-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温柔: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六主日（綠）(7月17日) 聖靈降臨期第五主日（綠）(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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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總數: $145,633 本月累積奉獻: $145,633  (包括發展及購堂: $10,200)

本週獻花: 徐開萍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038 主知名 4800 *1039 主知名 200 *1040 主知名 200 *1041 主知名 3000 *1042 主知名 1500
*1043 主知名 7000 *1044 主知名 8200 *1045 主知名 1000 *1046 主知名 800 K856 主知名 3300
Q350 主知名 5000 R980 主知名 3000 S126 主知名 8700 T029 主知名 1800 U993 主知名 1000
V148 主知名 120 V710 主知名 3600 V720 主知名 3500 V782 主知名 6000 V800 主知名 100
W382 主知名 100 W493 主知名 1000 W532 主知名 500 W615 主知名 1000 W812 主知名 2000
X254 主知名 2000 X427 主知名 5000 X507 主知名 500 X777 主知名 3000 Y092 主知名 2500
Y166 主知名 6700 Y171 主知名 1000 Y197 主知名 1100 Y201 主知名 500 Y209 主知名 500

Y246 主知名 2000 Y270 主知名 1000 Y270 主知名 6000 Y272 主知名 1000 Y278 主知名 200
Y279 主知名 3000 Y280 主知名 1000 Y284 主知名 1000 Y285 主知名 1000 Y286 主知名 500
Y287 主知名 100 Y288 主知名 2000 Y291 主知名 500 Y294 主知名 2000 Y295 主知名 500

慈惠 : *1042 主知名 500 Y171 主知名 1100
感恩 : *1042 主知名 500 Q325 主知名 300 T863 主知名 500 V800 主知名 100 W382 主知名 100

W532 主知名 300 W613 主知名 1500 X714 主知名 100 X731 主知名 3000 Y283 主知名 1000
Y285 主知名 1000 Y294 主知名 1000

發展 : *1039 主知名 200 V715 主知名 10000
差傳 : W615 主知名 500 Y285 主知名 1000
教育 : V665 主知名 3000
其他 : S723 主知名 20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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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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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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中國浸信會神學院教務主任、聖經科教授沈志雄牧師蒞
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以西結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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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於 8 月 15(一)至 17 日(三)舉行，主題：
「BIG BIG HERO 小精兵」名額 36 人，時間：上午 9:00 至 

12:30，地點：藍田堂及迪士尼探索之旅，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
參加（2022 年 9 月升讀年級），現正開始接受報名，如有興
趣參加之兒童請到本堂 102 室填妥報名表格及連同現金、支票
或用QR code $250 交丘嘉敏幹事。截止報名日期 : 7月 24日，
請各家長報名從促。 

6) 2022 年新一季的成人聖經課程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參加的
弟兄姊妹請於 21/7(三)或以前提交電子報名表。上課時間及
形式可能會因防疫措施改變而有變動。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時間

及形式 

報名連結 

成人- 進階聖經

課程【「無論是

希臘人、未開化

的人」--適切時

代的讀經法】 

讀經是信徒成長的重要經驗，不過要

從中得到益處就不容易了，由於文

化、時代差異，加上神學的理念，使

我們難於掌握聖經的豐盛，本課程目

的乃幫助信徒更有效讀經。 

麥志成牧師 7 月 30 日(日)開

課，逢星期日早

上 10:30 - 11:15  

(共 8 堂)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
ms.gle/vjVU
BY4hWgPtj
HGy6  

成人-初級聖經課

程 

【心累了怎麼

辦？】 

 

與學員從心理及靈性的角度探討心累

背後的成因，並帶學員從信仰角度，

藉相關經文反思心累的出路，學習躺

下與起來的屬靈功課。  

江慕慈姑娘 7 月 26 日 (二) 

開課，逢星期二

晚上 8:30 - 9:30 

(共 6 堂)  

形式：網上上課 

https://for
ms.gle/Yv4
DryAiKGuf5
mef8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vjVUBY4hWgPtjHGy6
https://forms.gle/vjVUBY4hWgPtjHGy6
https://forms.gle/vjVUBY4hWgPtjHGy6
https://forms.gle/vjVUBY4hWgPtjHGy6
https://forms.gle/Yv4DryAiKGuf5mef8
https://forms.gle/Yv4DryAiKGuf5mef8
https://forms.gle/Yv4DryAiKGuf5mef8
https://forms.gle/Yv4DryAiKGuf5mef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