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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伯42:5）

主    任︰郭健民#(行政) 馬穎儀(差會) 吳彩虹(牧養)

          方兆雄(聖樂) 

特約顧問：曹偉彤

主任牧師行政助理：林靜霞

音樂訓練幹事︰黃念郇*



序      樂 Prelude...................(六、清) O Ewigkeit, du Donnerwort (G. Merkel).....................謝敏潔姊妹

                                 (午)  I Surrender All (Edward Broughton)..........................宋加恩姊妹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9首 奮起，稱頌真神 (第3節)......................... 詩      班

   主是力量詩歌，亦是我們救主；既蒙主愛，宣揚救恩，自當全力以赴。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260首 榮耀全歸至高真神........................... 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梁榮森牧師   胡美華傳道    張志堂傳道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向萬邦傳主救恩 ..............................會眾立唱                                                                                        

 主救罪人 頌主新歌 264首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我聽見歡樂聲音，耶穌來救罪人，到各處傳此救恩，耶穌來救罪人，

    主曾囑我往前行，傳福音給天下人，為我救主作見證，耶穌來救罪人。

2. 患難時唱此佳音，耶穌來救罪人，耶穌捨命救罪人，耶穌來救罪人，

   高聲歌唱主救恩，白白賜給世上人，這是我們得勝歌，耶穌來救罪人。(過門)

白白得來，白白捨去 

(中文譯作屬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歌曲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蒙許可使用。)

1. 我罪得赦免靠耶穌名，我今已重生靠耶穌名，靠耶穌聖名我今與你共享主愛因祂告訴我。(副歌)                         

2. 賜給我能力靠耶穌名，在天在地靠耶穌名，靠耶穌聖名我今與你同得主力因祂告訴我。 (副歌)

(副歌) 祂說：你們是白白的得來，當白白捨去，傳我聖名憑你的信心，叫萬人聽到福音。                                                                                               

萬邦之歌 世頌493首

(張美萍譯；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我要在萬邦成為明燈，將基督真光普照世上全人類，直到萬國都目睹榮耀尊名，

    光輝藉我顯彰。

(弟兄)2.我要將盼望帶給萬邦，將生命真道傳給世上全人類，直到萬國都得聞聖名得救，

         慈愛藉我流露。

(姊妹) 3.我要作膏油醫治萬邦，將主的醫治帶至世上全人類，直到萬國都得悉權能偉大，

          醫治藉我實現。  

4. 我要向萬邦歡欣歌唱，將頌讚樂韻傳給世上全人類，直到萬國齊響應歌頌聖名，

    樂歌藉我高唱。

5. 願父神國度降臨萬邦，旨意成就普及世上全人類，直到萬國承認耶穌基督是主，

   神國度降臨，神國度降臨，神國度降臨地上。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世頌503首 宣教與佈道.................................主      席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主      席       

獻      樂 Music Offering.....................O Worship the King (arr. Molly Ijames)..........................鋼琴獨奏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午堂
      領詩：  李鳳儀姊妹    姚鳴德執事   關傑明弟兄
      風琴：  謝敏潔姊妹    謝敏潔姊妹   宋加恩姊妹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午堂主餐崇拜 (直播)                                    差傳主日(一)



讚 美 詩    Doxology ..............................................................................................................會眾立唱

祈禱時間   Pastoral Prayer .............................................................................................................會      眾

講      道   Sermon ................................講題：我信 我See 我行 (徒16:1-3).................................馬穎儀牧師

默想詩歌   Hymn of Meditation.............................. 世頌502首 速發光 (1-3節).............................. 會眾坐唱

主      餐 The Lord’s Supper ...........................................................梁明財牧師   馬穎儀牧師   馬穎儀牧師

                                               ( 六、清) Prelude (Nicolas Gigault)

                        (午) Let Us Break Bread Together 虔守主餐《世紀頌讚》529首

                                                        (Negro Spiritual)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梁榮森牧師   胡美華傳道   張志堂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504首 救主權能 (2-4節)................................. 會眾立唱

祝      福   Benediction.......................................................................梁明財牧師   馬穎儀牧師   馬穎儀牧師

差遣詩歌  Hymn of Sending Off...................................奉差進入世界.............................................會眾立唱

   奉差進入世界，傳揚救主仁愛，貢獻才能本分，服務社會人群，

   接受生活挑戰，信心考驗不變，盡忠一切所託，在地實現神國。

殿      樂   Postlude.......................(六、清) Danket dem Herrn (D. Buxtehude)............................司      琴

                            (午) Postlude in G Minor (Lani Smith)

                                                            ** 會眾靜坐　默禱散會 **

 當值同工 投影員 即時傳譯 國　語 英　語     手  語
周六晚堂 曹啟明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葉小賢  黃日東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陳小玲 黃日東                                       盧道生                   

1. 預備心，以心靈和誠實敬拜主。
2. 赴崇拜聚會，應有合宜之裝束。
3. 不遲到，準時入座，崇拜完畢始行離去。

崇拜守則

4. 崇拜時，請把響鬧裝置關掉或調校至震動模式。
5. 勿把隨身物件放座位上，以騰空位置予他人。
6. 崇拜期間請勿拍照或攝錄及上載轉傳。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暫  停

   
 
     培中崇拜司職一覽

           暫   停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The Holy Spirit: Let’s trade. If I go he will come
             Presider: Ms. Geriann Wyrick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fb LIVE)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直播)   講員：梁明財牧師     講題：以利亞(三)：是神掌管‧信神預備
                 主席：李雅詠傳道    領詩：梁詠然姊妹



樂享聖筵每季短片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主

日

上

午

 8:30   清早堂崇拜
 9:45   各級成長班
10:00   早堂崇拜
          培中崇拜
          普通話團契(青年、成年)
          English Worship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1:30   培中少年崇拜
11:45   午堂崇拜
          普通話崇拜
          各級成長班
   培中成長班
          English Adult Bible Study

周

二

上午  10:00   姊妹手鈴練習
下午   2:00   加略山成長班

周

三

上午   9:00   早上查經祈禱會
上午  10:15   基利心山成長班
上午  10:30   非比女傳道會               
下午   7:30   查經祈禱會
上午   9:3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下午   8:0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上午   9:0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下午   7:3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周

五

下午   7:30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Formation in Christ-Likeness

主

日

下

午

 1:30   手鈴組練習

 2:15   午堂詩班練習

 2:30   印尼姐姐活動

 6:00   晚堂崇拜

周

六

上午 10:30   印尼姐姐活動
下午  2:00   少年詩班，清早堂、培中詩班，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2:30   兒童詩班練習(初級、幼稚、啟蒙、幼兒)                
下午  2:30   基督少年軍 (40分隊)
下午  3:30   各級成長班
下午  3:45   周六、早堂詩班練習
下午  4:30   少年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6:00   晚堂崇拜、木管樂組練習、 
                 少年崇拜、手鈴組練習
下午  7:30   弦樂組(每月1,3周)、少年弦樂組(每月2,4周)練習
                 路得成長班(每月1,2,3周)
下午  7:45   各級成長班 

其

他

每月第一周周一

下午 7:00  呂底亞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00  多加女傳道會 

每月第二、四周周五

下午 2:00  哈拿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五

下午 2:00  以斯帖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二、三周周四

上午 10:00  馬利亞女傳道會

每月主餐後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30  男士事工

每月第三、五周主日 

下午 2:30  晴心組(癌關團契)

上

周

聚

會

統

計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主日晚堂                 

本會少崇(六)           

培中崇拜   

培中少崇

普通話崇拜

兒童崇拜

English Worship

    每 日 讀 經 樂 享 聖 筵

 (日)  約伯記        十七章

 (一)  約伯記        十八章

 (二)  約伯記        十九章

 (三)  約伯記        二十章

 (四)  約伯記        二十一章 

 (五)  約伯記        二十二章

 (六)  約伯記        二十三章

大祭司的服飾(一)

摩西揀選了利未支派亞倫和他的兒子作事奉神的祭司。祭司有聖衣(出

28:4)。大祭司聖衣的組成部分有冠冕、胸牌、以弗得、外袍、雜色的

內袍、腰帶。祭司服飾就比較簡單，沒有胸牌、以弗得、外袍和金牌。

穿聖衣的目的是為榮耀(尊嚴)、為華美(出28：2)；

榮耀可以形容宗教場所的外觀(該2:3) ，華美則是外表

的美麗裝飾。

製造聖衣的人要心中有智慧，由神用智慧的靈所充滿的。  

周六成長班 

主日成長班

訓練事工 

女傳道會 

普通話青年團契

晴心組(癌關團契)

基督少年軍(97)

基督少年軍(40)

男士事工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崇拜總人數   925

225

315

停

322

停

停

停

停

42

停

21



2 0 2 0 年 6 月 7 日

禱告園地
禱告園地是本教會在逢周三查經祈

禱會所列出的各項代禱需要，讓我

們以禱告記念教會聖工及眾聖徒需

要。請掃描QR code獲取有關資訊。

差會代禱事項
差傳月祈禱活動
1. 為《全球守望名單》之國家的疫情和福音需要

祈禱，這地區的基督徒屬於小眾，並會因信仰

而被忽略和孤立，甚至受到迫害，求主憐憫。

2. 感恩這些地區的教會在疫情中得到契機，推

出不同的外展服侍，從網上聚會和福音資

訊，到派發食物和防護口罩，種種愛心行動

打開了新的福音大門。

全「城」禱告迎新堂
雖然政府已收到我們所呈交的所需文件，但可

能因為疫情關係，某些進度不免滯後了，至五

月初才收到運輸署的提問，顧問公司綜合各方

意見後已再回應及遞交有關文件。求主賜我們

耐性、願意順服及同心引證主的旨意。

為這世代守望祈禱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

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

助。」(來4:16)讓我們繼續祈求上主憐恤香

港市民，或是疫境，或是亂世，或是心靈驚

恐，不論在怎樣的苦難困境中，叫我們更謙

卑地倚靠祂、仰望祂保守引領我們，與主同

行，與苦共存。

◆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儆醒祈禱。」無論

外在環境是紛亂或安定，我們的心都要對準

主，倚靠祂的憐恤、聖言和大能力，繼續為

香港、教會和自己守望禱告，經歷「在患難

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

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

我們心裡。」(羅5:3-5)

查經祈禱會(周三)
上周出席  (早) 55人   (晚)59人

早上9時，晚上7時半(大禮堂)

負責同工：林少琼牧師

差傳分享：媒體差傳事工

會聞
◆ 有關本教會位於九龍馬頭圍道209-211號海

悅豪庭第一座十樓空置之物業，實用面積

533平方呎，三房一廳，附基本設施，校網

佳。現公開招租，以本教會會友優先，並須

經面談，價高者得(惟本教會保留最終決定

權)。如有意承租者，請以書面方式註明意向

租金及聯絡方法，寄本教會產業保管委員會

主席何鏡煒執事收。有意者如需參觀單位，

請致電本教會查詢。

差傳月聚會
差傳月主題：「多元體驗 我信 我See 我行」

1. 差傳主日崇拜
6月13、14日(周六、主日)  

講員：黃崇護牧師

6月21日(普通話崇拜)

講員：洪佩茜傳道

6月27、28日(兒童崇拜)

講員：葉小賢傳道

2. 周三祈禱會 - 差傳分享
上午9:00，晚上7:30(大禮堂)

6月10日   媒體差傳事工

6月17日   短宣的「驚」「喜」

6月份不設差傳事工祈禱組。

輔導服務
如閣下需要心理支援 (如情緒，個人成長或人際

關係等)，輔導組非常願意聆聽您的心聲。歡迎

致電輔導組留言信箱27600102，我們會有專人

回覆，以提供適切的幫助。

訓練事工「門徒生命與事奉證書」
2019-2020年度夏季課程，對象為牧養與教導

證書/持續學習/導師/中級班，各科目截止日期分

別為：6月14日[路得記(學分)、如何以體驗活動

經歷神(學分及非學分)]，7月26日[敬拜真義探

索(學分及非學分)]，8月2日[護教學(學分)]，8

月16日[與情緒同行(學分及非學分)]。請到會友

服務處索取及交回報名表，查詢：27674225或

27674241與訓練事工同工聯絡。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worship at 10:00am every 
Sunday in B01, Basement. 
14 Jun 2020(Sun)
Title: Perversion: a twisting of the words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2020佈道大會
主題：「亂世中尋出路」

講員：朱光華牧師(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長)

9月18日(星期五) 晚上7:30
分題：燥動中求挺進

見證嘉賓：梁雨恩Cathy

               (職業飛鏢手、流行樂壇歌手及演藝人)

9月19日(星期六) 晚上7:30
分題：避險時得把握

演出：城浸詩班樂組

9月20日(星期日) 下午3:30
分題：隔離中覓知音
見證嘉賓：譚麗珊教授(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

藥物治療學系風濕科主管)

請大家記念各樣籌備工作。

聘請
1. 財務部幹事/助理幹事
需負責全盤賬目/協助處理財務部日常工作，大

學畢業或同等學歷，五年以上會計工作及全盤

賬目經驗，能獨立工作，具良好溝通及分析能

力。具體聘用職級將根據應徵者之學歷及工作

經驗而定。

2. 財務部文員
需協助處理財務部日常工作，中六或以上程

度，兩年或以上會計工作經驗，能獨立工作，

具良好溝通及分析能力。

3. 青少年中心活動助理
成熟基督徒，中六或以上程度，主要負責帶領

中學生活動及團契；另需晚間於青少年中心輪

班當值，協助處理文書職務、雜務及須懂操作

電腦。

有意者請具函履歷、近照及要求待遇，寄九
龍亞皆老街206號九龍城浸信會主任牧師收，
合則約見。收集的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應徵者如沒收到面見通知，作不合適論。

關顧部栽培員訓練課程
「初信成長八課」
日期：7月7日至8月25日(逢禮拜二)、8月31(禮

拜一) ，(8月4日暫停)

時間： 晚上7:30-9:45

地點： 六樓禮堂

對象：受浸兩年或以上的本會會友，必須有傳

福音或關心栽培初信者心志

內容：「共8堂」深入淺出的靈命栽培課程及實習

報名：會友服務處或詳情請掃描 QR Code

截止：6月21日(須500字得救見證)

查詢：周麗珠同工(電話:27674226)

奉獻
參與網上崇拜的弟兄姊妹可將奉獻支票寄回教

會或將奉獻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恒生銀行(024)：285-0-123932

匯豐銀行(004)：492-002027-001

中國銀行：012-875-2-029808-3
戶口名稱：九龍城浸信會 或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註：櫃員機轉賬或入數不用輸入括號內的數字

奉獻後請將收據資料電郵至offeringkcbc@
baptist.org.hk或WhatsApp至教會收款專用
電話96524823或郵寄正本到九龍亞皆老街
206號財務部收。

耆壯部佈道大會
主題：風水輪流轉

日期：7月11日 (禮拜六)

時間：下午3:15

地點：大禮堂

講員：劉志良牧師(荔枝角靈糧堂主任牧師，播

道神學院特約教授)

見証嘉賓：張偉強先生(前風水大師)

查詢：馮潔儀傳道/張志堂傳道(電話:27135111)

「樂享聖筵 」讀經計劃2018-2020
「約翰一書對現今處境的啟迪」聖經講座
日期：6月28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4:00

講員：陳偉迦牧師(建道神學院聖經系助理教授)

內容：透過講解約翰一書，幫助弟兄姊妹如何在

今天的處境活出生命力！

形式：facebook直播進行，歡迎即時留言與提問。

         https://www.facebook.com/kcbc.baptist/

兒幼部6月份「疫要分享」
鼓勵小朋友，每週用不同形式配合不同主題，

把相片或影片WhatsApp至65769647，

逢周六晚截止。

請掃描QR Code，獲取有關資訊。



不要憂慮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太6:24-31】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0 年 5 月 3 1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曹偉彤牧師 記錄：梁莊儀姊妹

年初我曾問大家：「你是否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其實這也是耶穌基督問大家的問題，我

們要全心全意的向着祂，不可讓事情攔阻我們對神的專注(出20:3)。貪心是攔阻，而貪心的人常驚惶失

措，因為他們缺乏安全感，不快樂，也是Miserable，意即守財奴。太6:19-24耶穌給予我們忠告，我們不

能事奉兩個主。當中「惡這個、愛那個」的「惡」和「愛」是「選擇」或「不選擇」的意思。那你們要決

定你們是否選擇，由人來決定事奉神或瑪門。

「瑪門」則指許多事物，包括財富。財富是神所給予的，它本是中性，聖經說為着神的緣故，人可用

財富來行善。如財富被絕對化，便成了偶像，阻礙我們對神的敬拜，影響我們與神的關係。當我們愛財

富，不願意與人分享，就會變得不愛鄰舍。財富本身不是問題，但當它變成了偶像，便會產生問題。於

是，耶穌轉向問題的本質，在太6:25-34談及問題的根部──憂慮。

「不要憂慮」
太6:25-34共有三個段落，每個單元都以「不要憂慮」開始。第一個單元(太6:25-30(先是一個勸告:「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太6:25a)這裏說明憂慮令人失眠、惶恐，甚至

癱瘓。接着談到不要憂慮的四個原因：1、「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太6:25b)太4:4

給予堅定的答案:「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2、「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

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太6:26)聖經也記載烏鴉之雛因無食物，

便哀求神給他們吃(伯38:41)，所以鳥兒不懶惰，也不憂慮，因為神供應牠們。3、「你們哪一個能用思

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太6:27)憂慮是沒用的，憂慮不能成就甚麼事情，多憂多慮反令你更短壽。4、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太6:28-30)耶穌首次說他們小信，一味憂慮，看不見神的幫助。

第二個單元(太6:31-33)開始時再重複「不要憂慮」這勸告。為甚麼？1、「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太6:32a）2、「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太6:32b)外邦人不知道神的慈愛，

擔心自身的命運，每天為基本的需要憂慮，於是求告神明。隨後出現一道命令:「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

的義」(太6:33a)。神的國度在耶穌基督的宣講、事奉和神蹟裏彰顯出來──神為先，食為次。生命的優

先次序確定了，先做神的事情，專注於神，祂便會供應。太6:33b給我們應許:「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了。」先知耶利米質問以色列人為甚麼不勤力地研讀神的律法書，他們反問，若只忙於讀書，該如何維生

呢？耶利米便展示盛滿瑪拿的樽，向他們說明，若一心尋求神的話，神便會供應他們。如果生命的優先次

序正確，神便會供應，我們根本不用憂慮。

第三個單元（太6:34）一開始便是「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既然不知

明天如何，為何憂慮呢；再者「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整體來說，「不要憂慮」不是簡單的命令，因為不是遵守命令，就不會憂慮；若要處理憂慮，我們所

需要的不是規則、律法，而是要新視野和眼光。太6:24-34就是信仰的新眼界，經文裏天上的飛鳥代表食

物，地上的百合花代表衣裳，兩者分別是動物界及植物界不太重要的成員。鳥兒細小，花朵短壽；但神仍

供應、眷佑。舊約中常談及神供養飛鳥，如詩147:9、伯38:41提到叫聲沙啞的烏鴉，牠們哀求食物的鳴聲

叫人難忘。神會餵養弱小，又直接供應食物予走獸。然而，我們要學習烏鴉不作工，只一心等待神的供應

嗎？經文沒有否定雀鳥也要花精力、時間去尋找食物，只是牠們不用製造食物，只要願意領受，就得到上

主的供應；牠們尋獲食物就立即享用，吃飽即止，絕不囤積。人努力工作滿足基本需要，只注意到自己付

出的勞力，卻忽略了一個事實──我們努力製作的食物都是神的供應；若沒有祂的供應，便沒有栽種，也

不能製造麵包。



看見空中的飛鳥，我們都認定人類不一定比牠們少點依賴創造主。我們又看見神為野地的百合花穿上

衣裳，甚至比穿上衣服的所羅門更加榮美；我們跟百合花一樣得到關顧，所得的其實比花兒更多。所以，

人類、小鳥和百合花雖然都弱小和短命，但同樣得着神慷慨的眷佑。當我們看見神的供應，就不會吹噓這

是靠自己努力而得。原來一切的成就都是上主的供應，我們要繼續相信神而不要憂慮；相信因着神的眷佑

使我們看得更多──原來生命是以神為先，食為次，讓我們遵行神對我們的命令(也是祂的心意)，願意先

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包括食物）都賜給我們了。

思考與領受
讓我們思考以下的領受：1、我們要互相提醒並認清自己是被造之物，才會尋求神的國和義；當謹記我

們不是神，而是神的創造物，我們依賴大地、依賴這位神，這樣便不會迷信現代工程，不會以為自己具

有神的力量，能勝過大自然，然後濫用大自然的資源，甚至忘記本身只是受造之物。2、假如要先求神的

國和祂的義，我們便要看見自己的限制；既知限制，便要先限制自己。不要過度使用，也不要只關心自己

所擁有的，否則便會傷害鄰舍、傷害地球。我們所得的已足夠有餘，不必再將大自然的資源據為己有，甚

至將地球耗盡。我們跟其他物種競爭，意圖消滅牠們，又將大自然世界成為人工世界、滅絕森林，甚至妄

想倒轉大自然的秩序，最終卻只會被大自然的秩序倒過來對付我們。我們必須認清自己的定位，我們不是

神，而是創造物；我們要自我設限，不過度追求，這就是對神的國和義的追求。3、耶穌教導我們不要憂

慮，要善用神給我們的時間、精力和財富，而唯有當我們決定全心全意地侍奉神，不再侍奉瑪門時，便不

會憂慮，只會一心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叫我們能區分的「足夠的」和「過多的」需要，這是關乎靈

性的追求和簡樸的生活，當中也包括在群體裏分享神給我們的禮物。以香港為例，有些信徒很匱乏，但也

有不少是富裕的。要量度生命的屬靈程度，就得看我們財富分配的優先次序。物質主義搶奪我們對神的忠

誠，瑪門確實具有吸引力，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建立安全感、確定身份和價值。當我們追求到更多的瑪門

時，就證明我們比其他人更勝一籌。

然而，「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

又事奉瑪門。」(太6:24)耶穌說只能二選其一，我們必須作出選擇。假如不選擇瑪門，我們就要選擇一份

整全生命的管家意識。聖經告訴我們當慷慨奉獻，甚至要有作出犧牲的預備；對中產的弟兄姊妹而言，十

一奉獻是最低的表達。多於十一奉獻的觀念在林前16章及林後8章均有提及，簡單而言，賺得越多，奉獻

的比率也應有所提高。我們管家的職事不單是金錢的奉獻，也要關心鄰舍的身體和他們靈魂的需要；我們

要跟他們分享禮物，除了教會的奉獻和幫助有需要的人外，也要想想如何做好管家的職事，如何與神維持

良好的關係，在金錢的運用上有美好的見證。

我們可以這樣的操練：在日曆或電腦屏幕上，寫上「不要憂慮」。這不是說寫上後惡事就不會發生，

然而長期的憂慮不但不會阻止惡事發生，反而會叫人失去辨識神幫助的能力，看不見神的眷佑。相反，若

人知道所有東西都是神賜予的禮物，曉得神的供應並常存感謝，便會繼續看見祂的供應及救贖。縱然香港

經歷如此困難的時期，我們仍清楚看見神的供應、眷佑和救贖；耶穌吩咐我們不要憂慮，又教導我們要先

求祂的國和祂的義，意思就是要愛你的敵人，多走一里路，與貧窮人分享禮物，並且在別人身上做你要求

別人做在你身上的事情，最後便會發現所需要的東西已加給你們。

毋容置疑，耶穌勸告我們不要憂慮，乃為着更大的義，所以太6:19-34論到義的表達是管家職事的實

踐，若我們仍舊憂慮，或多或少表示我們喜歡侍奉瑪門過於侍奉神。總而言之，唯有當我們全心全意侍奉

神，不侍奉瑪門，就不會憂慮，因為我們乃是尋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憂慮能致命
以下是哲學家祈克果所寫的鳥兒和百合花的比喻。一朵百合花快樂地活在溪水旁，它比所羅門的榮耀

更美麗。後來，一隻鳥兒每天都來探望它，說遠處有極美麗的皇冠百合花，其美貌甚至惹來其他花朵的嫉

妒。百合花聽得愈多，便愈憂慮，甚至睡不安寢，不再快樂。它渴望往那裏去，甚至幻想成為皇冠百合

花，於是要求鳥兒幫助它移植到那更美的地方去。鳥兒應允它，替它除去纏着的泥土，帶它飛往那美麗的

地方。豈料，當百合花抵達後，便立刻凋謝。

弟兄姊妹，憂慮是會致命的。但願我們都不憂慮，因為我們深知神會眷佑和供應，就讓我們一同宣稱

我們全心侍奉神，不侍奉瑪門；我們不會憂慮，一同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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