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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忙亂的日子 

 
藍田堂現時的處境，與香港個別行業或公司都有相近的情況，因為人事的變動及流失，在不

同的層面上都欠缺人手。在「十個罈子九個蓋」的處境，漸漸出現顧此失彼的現象，一些看

來是手板眼見功夫的事務也有心無力，甚或誤會為「揀野做」！堂會的事務，有部份與家務

相似-「做左唔覺，唔做好覺。」而且在可見的日子，想這處境要維持一定的年日，只有繼續

學習上一代香港的人的精神，在看似不可能的日子，摸著石頭過河。 

 

事多就令人感到「忙亂」，也令我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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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0:40) 

 

信主後不久已讀到這經文，也思想了多年，馬大的問題是甚麼呢？她要處理的事多，甚至是

多於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又可如何？是否做到忙而不亂，又或放下那些不算為「上好的福分」

的事就可以？又或這經文要教導的根本就不是「事多」及「忙亂」的問題？ 

 

如果「事多」及「忙亂」只是一種外在可變的因數，令到馬大「操心煩惱」，從而引發經文提

及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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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0:42) 

 

甚麼才是選上好的福分？同一章的經文提及耶穌差派出 72 人，及向他們作了以下的結論； 

然而，不要因靈服了你們就歡喜，而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路 10:20) 

 

再有律法師來問及如何可以承受永生，耶穌用了比喻回應，而結論是； 

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那人的鄰舍呢？」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對他

說：「你去，照樣做吧！」(路 10:36-37) 

 

如果路加福音作者在編排上，前後文是相關，耶穌正向著信徒作出教導，希望他們能調整心

態，特別是那些約定俗成的行為及文化，而馬大有同樣的問題。這幾年最令自己有深刻印象

的解釋，是馬大一直守著當時對女性的要求，以為好好接待客人才是應有的表現，而馬利亞

卻明白到上好的不是文化的要求，而是從耶穌而來的生命改變及生活態度。 

 

當我們處於事多及心裡忙亂之時，自己有甚麼心態可以被聖經的教導所改變？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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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月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8 篇 1 節 (舊約 762 頁) 眾立 

1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3. 讚美：榮耀是主聖名 (生命聖詩 59 首) 眾立 

1 親愛救主，我敬拜祢，傳揚祢慈愛恩情； 

 祢有大能，祢是聖潔，榮耀是祢無比名。  **  

2 偉大救主，我主我神，惟祢是永晝之光； 

 願普天下萬國聖徒，永遠向祢獻頌揚。   ** (間奏) 

3 祢從天上榮耀寶座，到罪惡羞辱十架； 

 為要拯救世人靈魂，甘願受死付贖價。   ** 
 
** 榮耀，榮耀，榮耀是救主聖名！ 

 榮耀，榮耀，榮耀是救主聖名！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述說主恩 (生命聖詩 82 首) 眾坐 

1 願我口能述說稱揚，救主無比豐富尊貴，唱出祂的榮美； 

 願飛上天庭彈金琴，與眾天使一同歌吟， 

 聲音美妙歡欣，聲音美妙歡欣。 

2 我要歌頌祂流寶血，救我脫離可怕罪刑，免主義怒臨到； 

 我歌頌祂榮耀公義，作我完全聖潔衣袍， 

 千秋萬古光耀，千秋萬古光耀。 

3 我歌頌祂尊貴職分，歌頌祂千萬種慈愛，高登榮耀寶座； 

 以最高雅甜美詩詞，萬古千秋向祂高歌， 

 頌祂莫大尊榮，頌祂莫大尊榮。 

4 快樂時期不久來臨，恩主接我回到天家，我得親見聖顏； 

 那時與救主我良友，歡欣喜樂直到永遠， 

 誇耀祂大恩典，誇耀祂大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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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90 篇 12-17 節 (舊約 854 頁) 

12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13 耶和華啊，我們要等到幾時呢？求你轉回，憐憫你的僕人們。 

14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15 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 

 和我們遭難的年歲，使我們喜樂。 

16 願你的作為向你僕人們顯現，願你的榮耀向他們子孫顯明。 

17 願主－我們神的恩寵歸於我們身上。 

 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 

 

希伯來書 3 章 12-19 節 (新約 347 頁) 

1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有人存著邪惡不信的心，
離棄了永生的神。 

13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 

 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腸剛硬了。 

14 只要我們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份了。 

15 經上說：「今日，你們若聽他的話， 

 就不可硬著心，像在背叛之時。」 

16 聽見他而又背叛他的是誰呢？ 

 豈不是跟著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 

17 神向誰發怒四十年之久呢？ 

 豈不是那些犯罪而陳屍在曠野的人嗎？ 

18 他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 

 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嗎？ 

19 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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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信賴耶穌歌 眾坐 

1 當你迷惑，來就耶穌，聽祂溫柔細語： 
 “我是真光也是正道，與我一齊上路”。 
 信賴耶穌，蒙祂賜福，心靈真光常駐。 
 從今不再行差踏錯；福音照耀前途。 
2 當你軟弱，來就耶穌，讓祂扶持引領。 
 祂說：「我能賜人平安，靠我可得太平」。 
 信賴耶穌，蒙祂看顧，受祂懷抱溫情。 
 頓感脫離艱難苦痛，身心自在安寧。 
3 當你飢渴，來就耶穌：因祂慈懷開放， 
 祂是活水，也是活餅，飢渴的人共享。 
 信賴耶穌，沾嘗筵席，身心滿足舒暢。 
 從今以後再無缺欠，直到回歸天上，直到回歸天上。 

8. 奉獻：If You Will Trust in God to Guide You 眾坐 

9. 信息經文：詩篇 6 篇 (舊約 760 頁) 眾坐 

1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責備我，不要在烈怒中懲罰我！ 

2 耶和華啊，求你憐憫我，因為我軟弱。 

 耶和華啊，求你醫治我，因為我的骨頭戰抖。 

3 我的心也大大驚惶。耶和華啊，你要等到幾時呢？ 

4 耶和華啊，求你轉回搭救我，因你的慈愛拯救我。 

5 因為死了的人不會記念你，在陰間有誰稱謝你？ 

6 我因呻吟而困乏；我每夜流淚，使床鋪漂起，把褥子濕透。 

7 我的眼睛因憂愁而昏花， 

 因敵人的緣故，我的眼目模糊不清。 

8 你們所有作惡的人，離開我吧！ 

 因為耶和華聽了我哀哭的聲音。 

9 耶和華聽了我的懇求，耶和華必接納我的禱告。 

10 我所有的仇敵都必羞愧，大大驚惶； 

 轉眼之間，他們要羞愧撤退。 

10. 信息：百味人生依靠主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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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應：祂看顧麻雀 (青年新歌 32 首) 眾坐 

1 我心裡為何嘆息？怎麼漆黑一片？ 

 心裡盡孤獨不已，渴望回歸天家？ 

 耶穌是知己，是摯友，常賜下恩福無盡；   ** 

2 我聽到主慈愛聲：「你不必心憂煩。」 

 安恬在主善德裡，我便無須憂驚。 

 縱使望不透路崎嶇，有祂在恩領前路。    ** 

3 每當跌入試探中，每當天色灰暗， 

 歡唱盡竟換哀嘆，盼望全都消逝， 

 惟要愈加親近主恩主，除我悶憂，再無慮；  ** 

 

** 麻雀祂竟願看顧，就是我，祂必保守； 

 麻雀祂竟會看顧，我也知祂恩眷。 

 心可盡歡無愁緒，我唱頌歌揚聲， 

 祂既會看顧那雀兒，我也深知祂看顧。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奉行真道 (生命聖詩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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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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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區伯平牧師 區伯平牧師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顧建德弟兄 陳卓欣姊妹 邱頌詩姊妹 連思樺姊妹 賴文湘姊妹 連思樺姊妹 梁麗珠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林美荃姊妹 朱天諾姊妹 林美荃姊妹 朱天諾姊妹

招待: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古惠月姊妹 鄭倩雲姊妹 林文蓮姊妹 李淑蓮姊妹 黃盛霞姊妹

司事: 廖文華弟兄 張滿嬌姊妹 羅志威弟兄 劉惠雯姊妹 李翠碧姊妹 呂玉潔姊妹 何美蘭姊妹 陳翠珍姊妹

當值: 高燕萍姊妹 溫燕玲姊妹 余文耀執事 彭秀群姊妹 鍾志堯弟兄 麥永佳姊妹 馬君思姊妹 招楚筠姊妹

影音: 張淑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許偉賢弟兄 林溢謙弟兄 黃永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執事: 麥穎珊姊妹 呂君達執事 蔡頴鈞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鄭穎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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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　- -　-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　- -　-

讀經: 鄔瑜正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　- -　-

司事: 陳頌諾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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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廿一主日（綠）(10月17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綠）(10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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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宣道會義務牧顧長區伯平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現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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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部現為所有學生安排入學登記及收取全年習作費，每位學生

$120；另信實班兩期成長課學生本共$60，請各家長到圖書閣向行

政主任辦理登記及繳費手續。 

6) 會友大會暨 2022 及 23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4 日早上 10:35 舉

行，因應疫情及須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是次會友大會或未能容納

所有會眾出席，因此，本堂已準備會友大會委任代表的文書連同議

程郵遞給持有投票權的會友，請按信件指引以 1 或 2 方式回覆，截

止日期為 10 月 22 日上午 10:35。 

當日暫停成人主日學及兒童詩班。 

7)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31/10、7/11、14/11、21/11、28/11、

5/12、12/12 進行，共七堂，上課時間為下午 1:15-2:00。

凡有意於今年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

表，亦可登入以下網址 https://bit.ly/2YiYLB1 或二維碼

填寫表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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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bit.ly/2YiYL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