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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為何人要勞苦掙扎？ 

 一九六八年美國生物學家約翰‧卡爾宏 John Calhoun，為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

究所（NIMH）建立了一個「老鼠」天堂，把四對雌雄配對的老鼠放入一個面積 2.7

平方米，四邊有 1.4 米高的圍欄，每邊都有網狀隧道連接不同的起居室，每天都

供應足夠的食物和飲用水，沒有任何天敵獵殺牠們，唯一的缺點就是生活的空間

只有那麼多，大家都知道老鼠繁殖得很快，卡爾宏就是要研究當老鼠數目越來越

多的時候，擠迫的環境對老鼠的行為有何影響，繼而推論人口密度對人的影響，

在那年代人口正急速膨脹。在這樣「天堂」般的環境下，可以預見老鼠數目急速

增長，果然約每 55 天老鼠的數目增加了一倍，到 315 天數目達到 620 隻，看來

很快就會容不下所有老鼠了。 

 只是自此之後，老鼠的增長率竟然慢下來，需要 145 天才達到增長一倍的數

目，到第 600 天共有 2200 隻老鼠，然後奇怪的事發生了，老鼠不再繁殖下一代，

雌性老鼠遺棄幼小，甚至傷害牠們，雄性不再保衛自己的領土，雌性間攻擊行為

增加，同性的性行為隨處皆見，並非處於領導地位的雄性，出現消極避世、遇上

攻擊也不還擊的現象，整個老鼠社區崩潰，老鼠數目不但沒有增加，還出現下降

直至滅絕的邊緣。 

 卡爾宏的結論當然是當人口達至某一擠迫程度，就會出現可怕的情況，當所

有空間都被佔有、社會的重要角色都有人擔當了、競爭變得近乎毫無機會，人就

會出現消極、繼而沉淪的行為，卡爾以這些數據來警惕人類在「越來越擁擠且非

人的世界」中，將會步向滅亡。當然他的結論惹來不少爭議，最多人非議的當然

是人類比老鼠聰明得多，總不至於會出現這些失去理性的行為。 

 我們得留意這實驗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人類為老鼠提供了一切生活所需，

也為牠們消除了天敵，使牠們生活在「無憂無慮」的環境中，在這樣的一個樂園

中老鼠根本不用努力求存，也沒有什麼永恆的目標—例如傳宗接代，這樣，聰明

的人類可能也會出現消極頹廢的行為，這實在值得我們深思，中國人也有里語說：

「飽暖思淫慾。」 

 所以箴言告訴我們：「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

我需用的飲食。免得我飽足了，就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貧窮

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箴 30：8,9）。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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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九月四日聖餐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三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聚集主前 眾坐 

我們來崇拜，聚集主跟前，主耶穌同在，樂賜恩典； 

蒙祂賜聖靈，聯於一體，蒙基督潔淨，是神教會。 

我們來崇拜，聚集主跟前，主耶穌同在，樂賜恩典。 

3. 宣召：以賽亞書 61 章 10-11 節 (舊約 1103 頁) 眾立 

10 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的心因神喜樂； 

 因他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以公義為外袍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華冠，又如新娘佩戴首飾。 

11 地怎樣使芽長出，園子怎樣使所栽種的生長， 

 主耶和華也必照樣使公義和讚美在萬國中發出。 

4. 讚美：上主永恆恩惠 (普天頌讚 24 首) 眾立 

1 上主永遠慈恩，我靈藉祂行動， 

 尋求父神聖面相認，安息主愛之中。 

2 上主真理、明光，貫徹古今、永恆， 

 創造群星燦爛輝煌，我主 ─ 前路明燈。 

3 上主喜樂、平安，一切平安之源， 

 更新信心，加增盼望，讚美歌聲不斷。  (間奏) 

4 上主權柄榮威，差來聖子獎賞： 

 聖靈能力指出正軌，督促言行、思想。 

5 主愛永不變更：天父臉光慈仁 ─  

 願與上天聖眾同聲，讚主榮耀、深恩。 

5.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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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頌：全能大主宰 (生命聖詩 28 首) 眾坐 

1 世間屬主的聖民，神是他們父親，天上眾天使天軍， 

 主賜生命權能。神是奇妙造化者，創造宇宙穹蒼， 

 主是最高裁判者，主是萬王之王。 

2 主在天上的錫安，讚美聲中統治，主在未來榮耀裏， 

 將是全權之主。主發永恆的光輝，超我所能想像， 

 摯愛非可以言傳，能力非可推想。  (間奏) 

3 主向溫柔謙恭心，啟示祂的奧妙，主行古今一切事， 

 無論新舊大小。我靠三一的聖名，聖父，聖子，聖靈， 

 不問山高與水深，安然蒙福前行。 

7.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 篇 (舊約 757 頁) 

1-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傲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 

 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4 惡人並不是這樣，卻像糠粃被風吹散。 
 5 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義人的會眾中也是如此。 

 6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路加福音 14 章 25-35 節 (新約 117 頁) 

25 有一大群人和耶穌同行。他轉過來對他們說： 

26 「無論甚麼人到我這裏來， 

 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姊妹， 

 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27  凡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28  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來計算費用， 

  看能不能蓋成？ 

29  免得安了地基，不能蓋成，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 

30  『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 

31 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來酌量， 

 他能不能用一萬兵去抵抗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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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若是不能，他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 

 派使者去談和平的條件。 

33 這樣，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34 「鹽本是好的；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 

35 或用在田裏，或堆在糞裏，都不合適，只好丟在外面。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8. 詩班獻詩：頌歌歡欣 (頌禱新詩 24 頁)  眾坐 

頌歌歡欣，歡欣向主頌歌。歡欣，歡欣向主獻頌歌！ 

因祂是主，天地君王，萬有主。頌歌歡欣。頌歌歡欣。 

但願眾口揚聲，但願眾口揚聲，但願眾口揚聲， 

讚美主，讚美主，讚美主，讚美上主！頌歌歡欣，歡欣向主頌歌。
歡欣，歡欣向主獻頌歌！因祂是主， 

天地君王，萬有主。頌歌歡欣。 

9. 奉獻：In Thee is Gladness 眾坐 

10. 信息經文：馬可福音 4 章 35-41 節 (新約 59 頁) 眾坐 

35 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對岸去吧。」 

36 門徒離開眾人，耶穌已在船上，他們就請他一同去； 

 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 

37 忽然狂風大作，波浪打入船內，以致船灌滿了水。 

38 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他，說： 

 「老師！我們快沒命了，你不管嗎？」 

39 耶穌醒了，斥責那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 

 風就止住，大大平靜了。 

40 耶穌對他們說：「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41 他們就非常懼怕，彼此說： 

 「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都聽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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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息：這到底是誰? 眾坐 

12. 認信：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O Sacred Head, Now Wounded by Hans Leo Hassler 眾坐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Voluntary in F major by John Marsh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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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羅藹誼傳道 羅藹誼傳道 蘇遠泰博士 蘇遠泰博士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讀經: 方早晞姊妹 區惠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陳　諾弟兄 甄志賢弟兄 陳　諾弟兄 黃佩貞執事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李燕怡姊妹 林文蓮姊妹 古惠月姊妹 黃嘉康弟兄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文玉玲姊妹 周潔頤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黃慧儀姊妹 麥寶儀姊妹 文玉玲姊妹 李翠碧姊妹 温美娟姊妹 盧惠旋姊妹 黃曉媚姊妹

當值: 馬君蕙姊妹 葉德誠弟兄 呂君達執事 陳惠霞姊妹 黃翠屏姊妹 王月珊姊妹 彭秀群姊妹 羅志威弟兄

影音: 陳志立弟兄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張淑敏姊妹 梁睿熙弟兄 許偉賢弟兄 鄭慧芝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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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玉娥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陳　蓉姊妹 徐敏慧姊妹 蔡加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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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珍寶姊妹 利珍寶姊妹

司琴: 劉卓曈姊妹 劉卓曈姊妹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梁穎心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高　越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司事: 陳頌妍小朋友 林允祈小朋友 高正之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吳綺薇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仁愛: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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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期第十四主日（綠）(9月11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三主日（綠）(9月4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79,326 上月奉獻總額: $553,177  (包括發展及購堂: $12,135)

本週獻花: 陳志立夫婦, 周小芬姊妹, 黃倩昕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106 主知名 200 *1107 主知名 2000 *1108 主知名 200 N224 主知名 300 Q359 主知名 10000
Q522 主知名 500 R028 主知名 6000 R929 主知名 6500 R931 主知名 500 R932 主知名 500
V304 主知名 500 X510 主知名 2525 Y088 主知名 500 Y353 主知名 100 Y390 主知名 200
Y392 主知名 8500 Y393 主知名 8500 Y394 主知名 5000 Y396 主知名 5000 Y397 主知名 2005
Y401 主知名 2500 Y402 主知名 500 Y403 主知名 100 Y512 主知名 1000

感恩 : N224 主知名 200 S336 主知名 100 T854 主知名 500 T855 主知名 500 Y352 主知名 1000
Y392 主知名 2000 Y393 主知名 2000 Y435 主知名 1000

發展 : *1106 主知名 200
教育 : V655 主知名 1000
鮮花 : Y390 主知名 300
其他 : Y391 主知名 5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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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羅藹誼傳道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約伯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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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團將於 9 月 13 日(二)上午 10 時於本會禮堂舉辦講座，
主題為「長者家居安全」，講員為黃智傑先生(藍田循道衛理
樂齡鄰舍中心社工)，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參加。 

6)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將於 9 月 17 日（六）上午 10:00-

12:00 在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地址：九龍城馬頭涌道 135

號)舉行免費大型講座，由梅余秀嶽牧師、冼振鋒醫生主講，
題目：《病中扎記‧癌症休想打垮我！》，歡迎弟兄姊妹帶同親
友參加，本月之福蔭團契更改為參與是次講座。 

7) 本堂基督少年軍第 200 分隊將於 9 月 17 日（六）下午 2:30

至 4:30 舉行第十七周年立願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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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堂於 10 月 7 日(五)晚上 7:30-9:30 舉辦【理財與人生規劃】
講座，有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於網上報名，截止日期為 10

月 2 日。講座詳情如下： 

講座主題 理財與人生規劃 

講員 鄧世安先生 (前銀行首席經濟師，現任區聯會財務小組成員，

建道神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特約顧問) 

對象 中年及計劃退休人士 

內容 如何評估自己財務狀況？怎樣為退休作準備？ 

理財及各類投資的信仰原則應用 

地點 宣道會藍田堂禮堂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oJ2XzdkN7GPttE2ZA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oJ2XzdkN7GPttE2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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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會友吳維邦弟兄於 8 月 29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及保守
他兒子們順利返港。 

10) 9 月 11 日、18 日將進行事奉人員招募，請弟兄姊妹為明年在
崇拜事奉的參與禱告。 

11)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半職幹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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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當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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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向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