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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Burnout 「職業過勞」 

 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則聖經故事，正是職業過勞好例子。亞哈是以色列惡名昭彰的

一個王，因他娶了外邦公主耶洗別為王后，結果她也帶來外邦的偶像，在國中建立偶

像神廟，使不少以色列人離棄耶和華，轉而事奉外邦偶像，神就差先知以利亞去見亞

哈，宣告三年的旱災來臨，作為對他的警告。可是三年後，亞哈沒有半點悔意，以利

亞就下戰書，要與偶像的假先知在迦密山比試，證明誰所事奉的才是真神。最後在山

上任由假先知用盡方法，也不能呼喚偶像降火焚燒壇上祭牲，只有以利亞縱使澆水在

祭牲上，耶和華從天上降火把祭牲都燒盡了，百姓就知道被假先知欺騙了。本來以利

亞大獲全勝，應該大肆慶祝才對，只是王后耶洗別不甘落敗，下令要追殺以利亞。以

利亞立時變成喪家之犬，竟然向神求死，因為他感到自己孤立無援，做了那麼多原來

都是枉費的。神就讓他在樹下躺下休息，吩咐天使給他食物，休息夠了才叫他往何烈

山去，就在那裡向他揭示原來還七千個像他這樣堅守事奉真神的先知，他並不孤單

（參王上 19：1-18）。 

 上星期與幾個中學生從生活營歸來，當然是累極了—那些中學生卻意猶未盡，還

想玩下去，然後自己的情緒出來了，對於一些蠅頭小事，都忍耐不了，向同工抱怨起

來。忽然感到莫名的孤單感，多年的心理輔導經驗告訴我「職業過勞」了。「職業過

勞」第一個跡象就是疲勞，若得不到適當的休息，身體的問題就會影響心靈，出現煩

躁、抱怨、失去耐性的情緒，這時候又得不到宣洩、開解、支援的話，孤單感就會跑

出來，嚴重的可能引起抑鬱，甚至像以利亞尋死的極端行為。 

 治療的方法就是休息、檢討及適當安排工作，所以休息的一天就往鯉魚門閒逛，

再坐下來檢視一下工作，其實同工也在努力，你並不孤單。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從神

得到力量—因為有不少弟兄姊妹代禱記念。 

麥志成牧師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26 篇 3、5-6 節 (舊約 898 頁) 眾立 

3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 
5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6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歡呼地帶禾捆回來！ 

3. 讚美：萬代君主 眾立 

仁慈公義，細心無微不至，用你精彩構思，透露高深旨意。 
茫茫宇宙，幾多銀河星宿，夏與冬春與秋，變幻也在你手。 
 
萬代的君主，當得敬拜，聽萬眾歡呼，頌讚主偉大！ 
萬代的君主，當得愛戴，全地裡眾膝也跪拜！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以感恩為祭 眾坐 

1 主，為你的恩典，我要滿心感謝， 
由泥內生機，到變幻天氣，讓這世界各樣完備。 
主，為你的恩手，我要滿心感謝， 
由扶助拯救，到試煉阻攔，導我按你正路前行。 
我出生前你已深知我，到了今天，亦有幫助， 
為我備救恩，召我出黑暗，做你聖潔國度人民。 

2 主，為你的恩言，我要滿心感謝， 
由提示安慰，到責備管教，內裡有你愛念呈現。 
主，為你的恩情，我要滿心感謝， 
也要常思想，晝夜數算，藉愛見證你大能。 
 
你的安排往往多新意，你有豐賞亦會收取， 
微細調配中，讓我得益處，現我再看天恩處處。 
神呀！你恩典太美妙神奇，配得萬眾稱善！ 
我要以感恩為祭獻給你，並永記念你作為！ 
 
 



 

 

 

6. 誦讀經文 眾坐 

耶利米書 45 章 (舊約 1196 頁) 

1 約西亞的兒子猶大王約雅敬第四年， 

 尼利亞的兒子巴錄把耶利米先知口中所說的話寫在書上； 

 耶利米對巴錄說： 

2 「巴錄啊，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 

3 你曾說：『哀哉！耶和華使我愁上加愁， 

 我因呻吟而困乏，不得安歇。』 

4  你要這樣告訴他，耶和華如此說： 

  看哪，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毀；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 

  在全地我都如此行。 

5  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 

  看哪，我必使災禍臨到凡有血肉之軀的。 

  但你無論往哪裏去，我要保全你的性命。這是耶和華說的。」 

  

以弗所書 3 章 14-21 節 (新約 295 頁) 

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15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從他得名的－ 

16 為要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 

  使你們內心的力量剛強起來； 

17 又要他使基督因著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 

  使你們既在愛中生根立基， 

18-19  能夠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 

    並知道這愛是超過人的知識所能測度的， 

    為要使你們充滿神一切的豐盛。 

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21 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7. 詩班獻詩：他 (美樂頌 206 首) 眾坐 

1 祂斥責風浪狂風大浪平靜，祂譜寫樂章滿有和諧安寧， 

 祂安置星宿以光華綴穹蒼，祂步步保守雖孤寂夜無窮， 

 祂必定垂聽孩童初次禱祈，祂喜愛義者罪人也不撇棄， 

 雖我們時常令祂傷心痛苦，祂還是說：「我寬恕。」 

2 祂成全宿願化陰霾變光明，祂成全美夢化愁雲為朗晴， 

 祂非常清楚彩虹終於何處，祂非常明白地平線外何物， 

 使聾子聽見瞎子看見主面，使你我言行無所遁形主前。 

 雖我們時常令祂傷心痛苦，祂還是說：「我寬恕。」 

8. 奉獻：主的完全平安 (生命聖詩 330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馬太福音 20 章 1-16 節 (新約 33 頁) 眾坐 

1 「因為天國好比一家的主人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做工。 

2 他和工人講定一天一個銀幣，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 

3 約在上午九點鐘出去，看見市場上還有閒站的人， 

4 就對那些人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 

 我會給你們合理的工錢。』 

5 他們也進去了。 

 約在正午和下午三點鐘又出去，他也是這麼做。 

6 約在下午五點鐘出去，他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裏，就問他們： 

  『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裏閒站呢？』 

7  他們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他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
8 到了晚上，園主對工頭說： 

『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為止。』 

 

 

 

 

 

 

 

 

 



 

 

 

9 約在下午五點鐘雇的人來了，各人領了一個銀幣。 

10 那些最先雇的來了，以為可以多領，誰知也是各領一個銀幣。 

11 他們領了工錢，就埋怨那家的主人說： 

12 『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些後來的只做了一小時， 

你竟待他們和我們一樣嗎？』 

13 主人回答其中的一人說： 

 『朋友，我沒虧待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個銀幣嗎？ 

14 拿你的錢走吧！我樂意給那後來的和給你的一樣， 

15 難道我的東西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 

 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眼紅了嗎？』 

16 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 

10. 信息：神寛容的愛，超越人的道理 眾坐 

11. 回應：奇異恩典 (青年新歌 1 首) 眾立 

1 神賜恩典，甘美難言，除我一生罪愆!  

昨天失喪，神願挽回，慈愛真光今見。 

2 宏闊恩典，使我生畏，除我驚慌、惶恐； 

認信之時，蒙受恩惠，無價恩典寶貴。 

3 曾有許多圈套、險徑，曾有許多困苦； 

此恩牽引，沿路安寧，還領歸家路程。 

4 如我安居天國萬年，榮美真光常顯， 

頌讚稱揚，仍未改變，還似恩典初見。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有福的確據 (生命聖詩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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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 

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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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沈志雄牧師 沈志雄牧師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林洛琛弟兄 甄志賢弟兄 林洛琛弟兄 黃佩貞執事 陳卓欣姊妹 顧建德弟兄 陳卓欣姊妹 繆迺頌姊妹

司琴: 潘裕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招待: 鄭倩雲姊妹 鄭　琦姊妹 葉翠蓮姊妹 黎翠琼姊妹 林義妹姊妹 唐建寛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何少鳯姊妹 李靜賢姊妹 袁麗娟姊妹 袁麗嬋姊妹 辛列卿姊妹 譚慧冰姊妹 黃曉媚姊妹

當值: 朱麗程姊妹 王月珊姊妹 余文耀執事 楊彼得弟兄 張漢榮弟兄 王炳生弟兄 黃香娣姊妹 古海劍弟兄

影音: 陳永祐執事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葉德誠弟兄 周鈺貽姊妹 徐俊榮執事 夏麗婷姊妹

執事: 徐俊榮執事 黃佩貞執事 余文耀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葉蔓菲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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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梁穎童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盧穎言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司事: 劉子民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姊妹 李燕怡姊妹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和平: 周敏儀姊妹 鄧美葆姊妹 譚慧冰姊妹 王月珊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葉翠妍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主日（綠）(8月1日) 聖餐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綠）(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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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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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今天仍進行事奉人員招募，歡迎弟兄姊妹填寫事奉人員表格：

https://forms.gle/kETeffhDHDkNzJj38  

6) 本堂 2021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玩轉 Emoji World」，將於明天 (上

午 9:00-12:30) 舉行，請已報名參加之兒童於上午 8:45 到達藍田

堂，並穿著輕便運動服飾、配戴口罩、自携飲用水樽出席聖經班，

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346 9681 向朱姑娘查詢詳情。 

7) 以諾團將於 8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於本會禮堂舉辦長者健

康講座，主題為「膝關節退化及治療方法」，講員為林健偉醫生，

歡迎有興趣的肢體參加。 

8) 環球聖經公會與本堂合辦聖經課程，詳情如下： 

課程題目 世界不像預期時的信心之旅──哈巴谷書解讀 

上課日期及時間 24/8，31/8，7/9（週二，3 堂），晚上 7:30-9:00 

課程導師 黎永明博士（環球聖經公會培訓總監、天道書樓副

總幹事；建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上課地點 本堂禮堂 

如弟兄姊妹有興趣報讀，請於以下連結 (環球聖經公會網址) 

報名：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kETeffhDHDkNzJj38
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9) 宣道會油麗堂與本堂合辦講座，將於 9 月 19 日(主日)下午 2:30-

5:30 在本會禮堂舉行，題目：如何向親人傳福音？ (父母篇)，

日期：，講員：方淑芬姊妹，歡迎弟兄姊妹登入以下連結報名

參加：https://forms.gle/7naYnz8Xz9DaHXwX9  

10)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11) 陳麗樟姑娘已向本堂請辭，並於 8 月 27 日正式離任，陳姑娘

將由 8 月 25 日起作離職前休假。感謝陳姑娘一直以來對弟兄

姊妹的牧養，求主引領他往後的事奉。 

12) 早前提及區聯會建議堂會公司化，經硏究小組分析及解釋，執

事會一致認為藍田堂註冊為有限公司，將有利本堂及區聯會長

遠發展。公司化的優點及缺點分析已張貼在教會報告版上以供

參考。堂會公司化必需得到會友接納及區聯會批准，亦須通過

一些相關法律程序，所以我們會繼續發放相關資料及預計 8 月

內舉辦咨詢會，讓弟兄姊妹對建議及過程有充份的理解，並期

望可於 10 月份舉行的會友大會中獲得通過後，正式展開相關

的工作。 

https://forms.gle/7naYnz8Xz9DaHXwX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