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cmaltc.org 

電話：  23469681、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主任： 陳志輝牧師  

傳道：  麥志成牧師、尚佩冰牧師（義務）、朱美儀姑娘、劉麗梅姑娘（部份時間） 

     江慕慈姑娘 

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  幹事：陳可媚姊妹  幹事：何淑華姊妹(部份時間)    加入通訊錄 
 

生活靈修 
 

從义電掣燒毀獲得一點啟發 

眾所皆知在 8 月頭我的辦公位置的充電掣在半夜起火，然後將我的工作枱下的一

個電拖板排插燒毀，令我感到十分意外和難過 ! 也導致我在多個星期徹夜難眠，

一方面令到其他同工物件受到損毀，另一邊廂也令整個辦公室也無法繼續使用而

深表歉疚! 可是在事件過後和在忙碌的事奉退隱下來稍微安靜片刻，有機會返回

災場看到那個已燒毀的义電掣和排插，不禁令我連結到反省自己的事奉生命也是

否有一天像這個义掣一樣會去到負荷過重或耗盡的地步呢 ? 然而從這事件中讓

我醒覺到在事奉中需要為自己和為別人留下一點空間，不能將密密麻麻的工作填

得滿滿，以致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未能夠去處理。 

此外，神又藉著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至四十二節中，提及主耶穌去探望馬大和馬

利亞這兩姊妹的故事; 「他們繼續前行，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

馬大，接他到自己家裏。她有一個妹妹，名叫馬利亞，在主的腳前坐著聽他的道。

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裏忙亂，進前來，說：「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個人伺候，

你不在意嗎？請吩咐她來幫助我。」主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操心

煩惱，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沒有人能從

她奪去的。」提醒我從過去的事奉服侍中好像馬大一樣，為著許多服侍四出張羅、

衝鋒陷陣、馬不停蹄和思慮煩惱處理大大小小的事工，卻沒有空間去親近呼召我

和救贖我的主。這反映我的事奉生命需要重新調較一下，甚至衡量一下那些事情

平衡點應放在那兒和事奉的優次及焦點又當怎樣調節，以致忙中有序 !  

 

雖然忙亂的馬大遠遠見到主就立即向祂投訴妹妹馬利亞沒有在她最需要人幫忙

之際給她支援而感到不悅，可是主耶穌向馬大的回應卻不是嚴厲的責怪，而是用

勸諭及反映討論方式，勉勵忙亂的馬大在忙碌的接待主耶穌服侍中稍作休息，放

下一些次要又不緊急的事情。然後帶著一份渴慕親近主話語的心去聆聽主向她所

講的話，與及被主的話滋養那疲憊不堪的內在生命。 

其實主看重的不是馬大給祂的服侍多與少，而是主更看重馬大的內在生命有否像

馬利亞一樣，重視與神相交和親近祂的話語，因為主耶穌看重馬大的靈命多於一

切。正如以賽亞書三十章十五節「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 : 你們得救

在乎歸回安息;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你們竟自不肯。」求主憐憫我能在主面前

學會做一位選擇那上好福分的人 ! 阿們 ! 

朱美儀姑娘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54 篇 4、6 節 (舊約 812 頁) 眾立 

4 看哪，神是幫助我的，主是扶持我性命的， 

6 我要把甘心祭獻給你； 

 耶和華啊，我要頌揚你的名，這名本為美好。 

3. 讚美：讚美我天父 (生命聖詩 21 首) 眾立 

1 讚美我天父，恩慈無比豐富； 

 祂溫柔看顧犯過錯的兒女； 

 天使在天庭謳歌讚美不停，讚美耶和華！ 

2 讚美主耶穌，恩愛長闊高深； 

 祂施恩憐憫祂所選召子民； 

 萬民同稱頌，不論男女老幼，讚美救贖主！ 

3 讚美主聖靈，選民的保惠師； 

 祂賜福我們，來自聖父，聖子； 

 萬民同讚揚，讚美父，子，聖靈，讚美三一神！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活著為耶穌 (生命聖詩 470 首) 眾坐 

1 活着為耶穌，真平安，喜樂之江河永不乾，試煉雖來臨， 

 我不慌，活着為耶穌，祂在旁。  ** 

2 活着為耶穌，得安息，討我主喜悅，福滿溢，單為主生活， 

 聽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 

3 活着在何處都為主，我一切重擔，主背負，友縱背棄我， 

 主忠誠，只要信靠主，祂引領。  **  (間奏) 

4 活着為耶穌，有盼望，將來必得見榮耀王，見主在寶座， 

 心歡喜，聽主說：“忠僕，得賞賜。” ** 

** 求主助我多事奉祢，求主助我多讚美祢， 

 使我活在主慈愛裏，永遠跟隨主不轉離。 



 

 

6. 誦讀經文 眾坐 

馬可福音 9 章 30-37 節 (新約 67 頁) 

30 他們離開那地方，經過加利利；耶穌不願意人知道， 

31 因為他正教導門徒說： 

「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他們要殺害他； 

 被殺以後，三天後他要復活。」 

32 門徒卻不明白這話，又不敢問他。 

33 他們來到迦百農。耶穌在屋裏問門徒說： 

 「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甚麼？」 

34 門徒不作聲，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誰最大。 

35 耶穌坐下，叫十二個使徒來，說： 

 「若有人願意為首，他要作眾人之後，作眾人的用人。」 

36 於是耶穌領一個小孩過來，讓他站在門徒當中， 

 又抱起他來，對他們說： 

37 「凡為我的名接納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納我； 

 凡接納我的，不是接納我，而是接納那差我來的。」 
 

雅各書 3 章 13-4 章 3、7-8 節上 (新約 365 頁) 

13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 

 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顯出他的善行來。 

14 你們心裏若懷着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 

 不可說謊話抵擋真理。 

15 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下來的， 

 而是屬地上的，屬情慾的，屬鬼魔的。 

16 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 

17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 

 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 

18 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 

1 你們中間的衝突是哪裏來的？爭執是哪裏來的？ 

 不是從你們肢體中交戰着的私慾來的嗎？ 

2 你們貪戀，得不着就殺人；你們嫉妒， 

 不能得手就起爭執和衝突；你們得不着，是因為你們不求。 

3 你們求也得不着，是因為你們妄求， 

 為了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 

7 所以，要順服神。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們； 

8 要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 



 

 

   

 

7. 詩班獻詩：主、使我播送和平 (A&Q 合唱詩集) 眾坐 

主，使我播送和平，主，使我播送和平， 
傳送和平之道，每一天。 
主，使我成祢渠道，主，生活見証祢愛，平安道，每一天。 
那裏有憎恨，友愛重栽；何處充滿失望─ 
願種新希望，希望，希望。 
主，使我成祢渠道，主，生活見証祢愛，平安道，每一天。 
那裏有黑暗，願作明燈，何處憂傷與苦愁願貫注喜悅， 
喜悅，喜悅。 
主，使我成祢渠道，主，生活見証祢愛，平安道，每一天。 
我主，我懇求三事： 
每一天，每一天，願見主更清晰，愛主更深切， 
願跟隨 跟隨 跟隨主更緊密，緊密，每一天。 
主，使我成祢渠道，主，生活見証祢愛，平安道。每一天。 
播送主愛、光、盼望、喜樂。 

8. 奉獻：Voluntary by Samuel Priestly Taylor 眾坐 

9. 信息經文：以斯帖記 9 章 1-10 節 (舊約 692 頁) 眾坐 

1 十二月，就是亞達月十三日， 
 王的諭旨和敕令要執行的那一日， 
 猶太人的仇敵盼望制伏他們， 
 但猶太人反倒制伏了恨他們的人。 
2 猶太人在亞哈隨魯王各省的城裏聚集， 
 下手擊殺那些要害他們的人。 
 沒有人能在他們面前站立得住，因為各民族都懼怕他們。 
3 各省的領袖、總督、省長，和辦理王事務的人， 
 因懼怕末底改，就都幫助猶太人。 
4 末底改在朝中為大，名聲傳遍各省； 
 末底改這人的權勢日漸擴大。 
5 猶太人用刀擊殺所有的仇敵， 
 殺滅他們，隨意待那些恨他們的人。 
6 在書珊城堡中，猶太人殺滅了五百人。 
7 他們殺了巴珊大他、達分、亞斯帕他、 
8 破拉他、亞大利雅、亞利大他、 
9 帕瑪斯他、亞利賽、亞利代、瓦耶撒他； 
10 這十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孫子，猶太人的仇敵哈曼的兒子。 
 猶太人卻沒有下手奪取財物。 



 

 

   

 

10. 信息：卻沒有下手奪取財物 眾坐 

11. 回應：主耶穌，我曾應許 (青年新歌 8 首) 眾坐 

1 恩主！心早已應許：求忠於主到底：願主親晝夜步近， 

 甘作友伴我主；若主分分秒靠近，毋怕抵擋仇敵， 

 若主親帶路牽引，未怕漸迷路向。 

2 恩主！懇請祢靠近！常處紛擾塵俗， 

 目睹景致極耀眼，聽到誘惑美聲； 

 我身心所處裡外，常有沖擊困憂； 

 願主親靠近看顧，助我遠離罪惡。 

3 恩主！今得祢應許：何處祢得榮耀， 

 若跟主祢、事奉祢，天家榮耀永享； 

 啊，主！心早已應許：求忠於主到底； 

 願傾福賜下恩惠，做我共行密友。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恩典之路 (讚美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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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促進會、宣道會香港區

聯會、讚美之泉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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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黃淑君牧師 黃淑君牧師

主席: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鄭愛勤姊妹 陳　諾弟兄 朱麗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麥淑容姊妹 李芷珊姊妹 陳其銘弟兄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潘裕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趙惠蘭姊妹 鄧柏齡弟兄 梁文耀弟兄 葉翠蓮姊妹 李燕怡姊妹 鄭　琦姊妹 陳惠霞姊妹 黃菁菁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黎蓮妹姊妹 盧麗銀姊妹 莫綺湘姊妹 陳景安弟兄 呂玉潔姊妹 邱頌詩姊妹 盧麗雯姊妹

當值: 曾偉珩弟兄 葉德誠弟兄 余穎欣姊妹 沙韋琪姊妹 張漢榮弟兄 朱麗程姊妹 古海劍弟兄 黃香娣姊妹

影音: 黃永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許偉賢弟兄 鄭美珍姊妹 陳志立弟兄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執事: 蔡頴鈞執事 李婉貞執事 余文耀執事 陳貽添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葉玉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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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　- -　-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　- -　- 高　越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司事: -　- -　- 高正之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林曉潼姊妹 陳可媚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姊妹 陳可媚姊妹

和平: 李芷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譚慧冰姊妹 李敬因姊妹 譚慧冰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綠）(9月26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綠）(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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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現收集會友對堂會架構重組意向，請弟兄姊妹登入連結
填寫意向書 https://forms.gle/Sr6ktvCHp4tHP2d86 ，亦可即場
填寫後放入收集箱。 

4) 網上讀經計劃《傳道書》完結後，9 月 21 日(二) 開始《申命
記》。邀請弟兄姊妹每天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一同閱讀和反
思，並在生活中實踐。 

5) 9 月 22 日(三)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6) 方便弟兄姊妹參與祈禱，週三晚祈禱會將應用互聯網科技讓
更多弟兄姊妹參加，鼓勵大家多為教會及會眾祈禱，可在
Google form 留下電 https://forms.gle/Zege9SP5frTewy4b9 將
會加入 Whats app 祈禱會群組，逢週三晚上八時，將會張貼
zoom 會議連結，讓大家按入連結參加。 

7) 宣道會油麗堂與本堂合辦講座，將於今日(主日)下午 2:30-

5:30 在本會禮堂舉行，歡迎弟兄姊妹預留時間現場參與。 

8) 2021-2022 年第一季部份青成聖經課程今天開課，上課安排及
地點如下，已報名參加的弟兄姊妹留意： 

 

課程名稱 導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上課地點及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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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9 日(日) 開課，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至 11:15  

101 室 

高中主日學 

【聖經中擇善而行 

的小人物】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9 月 19 日(日) 開課，逢星期日早上 

10：30 至 11:15 

 

104 室 

成人主日學-中級 

【我們與(不)信的距離】 

周家邦先生 9 月 19 日(日) 開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 8 堂)  

103 室 

成人主日學-進階 

【情緒、性格與個人(靈

命)成長】 

麥志成牧師 9 月 19 日(日) 開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10 堂)  

 

副堂 

週二晚間網上課程-初級 

【詩篇人生】 

江慕慈姑娘 10 月 5 日(二) 開課，逢星期二 

晚上 8：00 至 9:00  (共 6 堂 )   

以 zoom 形式上課， 

9 月尾以電郵傳送上

課連結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Sr6ktvCHp4tHP2d86


 

 

   

 

9) 本堂基督少年軍第 200 分隊將於 9 月 25 日（六）下午 2:30

 至 4:30 舉行第十六周年立願禮，歡迎各弟兄姊妹及家長出

 席，見證導師委身於基督少年軍的事奉，並分享隊員在分隊

 的成長和進步。 

10) 兒童部於本年 9 月 26 日 (上午 10:30-11:20) 在禮堂舉行兒

 童主日學嘉許禮暨升班禮，屆時邀請恩流輔導中心心理輔導

 員霍張佩斯姑娘在家長講座短講，主題 :「親子如何在逆境

 中重新得力」。歡迎各位兒童主日學學生、家長、老師及助

 教出席。可參閱張貼於圖書閣的海報有關詳情。 

11) 會友陳喜洋弟兄與柯綽瑤姊妹訂於 10 月 2 日締結婚盟， 

 因應疫情人數限制，如弟兄姊妹希望共證主恩，可在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91373396021638 加入

 Facebook 群組（Trini & Young Wedding) 觀看直播。願主

 賜福予他們的新家庭。 

12)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13)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負責辧公室行政及會計工作，處理

 收支賬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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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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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行政主任楊婉芳

 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14) 會友鮑慧賢姊妹(譚富霖弟兄之妻子)於 9 月 11 日安息主懷，

 安息禮將於 9 月 25 日早上 9:30 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求主

 安慰及保守他們。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91373396021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