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奪去的是不能奪去的是不能奪去的是不能奪去的



他們走路的時候他們走路的時候他們走路的時候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耶穌進了一個村莊耶穌進了一個村莊耶穌進了一個村莊。。。。
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己家裡接他到自己家裡接他到自己家裡接他到自己家裡。。。。
他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他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他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他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
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
馬大伺候的事多馬大伺候的事多馬大伺候的事多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裡忙亂心裡忙亂心裡忙亂心裡忙亂，，，，就進前來說就進前來說就進前來說就進前來說，，，，
主阿主阿主阿主阿，，，，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麼你不在意麼你不在意麼你不在意麼。。。。
請吩咐他來幫助我請吩咐他來幫助我請吩咐他來幫助我請吩咐他來幫助我。。。。請吩咐他來幫助我請吩咐他來幫助我請吩咐他來幫助我請吩咐他來幫助我。。。。

耶穌回答說耶穌回答說耶穌回答說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
你為許多的事你為許多的事你為許多的事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思慮煩擾思慮煩擾思慮煩擾。。。。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奪去的是不能奪去的是不能奪去的是不能奪去的。。。。

((((路路路路 10:3810:3810:3810:38----42)42)42)42)



逾越節前六日逾越節前六日逾越節前六日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耶穌來到伯大尼耶穌來到伯大尼耶穌來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之處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之處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之處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之處。。。。

有人在那裡給耶穌豫備筵席有人在那裡給耶穌豫備筵席有人在那裡給耶穌豫備筵席有人在那裡給耶穌豫備筵席。。。。
馬大伺候馬大伺候馬大伺候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

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
抹耶穌的腳抹耶穌的腳抹耶穌的腳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
屋裡就滿了膏的香氣屋裡就滿了膏的香氣屋裡就滿了膏的香氣屋裡就滿了膏的香氣。。。。

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由她罷由她罷由她罷由她罷，，，，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約約約約 12:112:112:112:1----3, 73, 73, 73, 7----8)8)8)8)



是主说的是主说的是主说的是主说的，，，，
在在在在主主主主眼中看為眼中看為眼中看為眼中看為「「「「那上好那上好那上好那上好」」」」的福份的福份的福份的福份
神看为上好的神看为上好的神看为上好的神看为上好的
不可少的不可少的不可少的不可少的
不能夺去的不能夺去的不能夺去的不能夺去的

那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一定是最重要的
也一定和我们的今生及永恒都有极为密切关系的也一定和我们的今生及永恒都有极为密切关系的也一定和我们的今生及永恒都有极为密切关系的也一定和我们的今生及永恒都有极为密切关系的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对我们很重要对我们很重要对我们很重要对我们很重要
不能够不知道不能够不知道不能够不知道不能够不知道、、、、我们忽略不起我们忽略不起我们忽略不起我们忽略不起

到底是甚么到底是甚么到底是甚么到底是甚么？？？？What?What?What?What?
主為甚么如此说主為甚么如此说主為甚么如此说主為甚么如此说？？？？Why?Why?Why?Why?



馬利亞馬利亞馬利亞馬利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

马利亚和马大是姊妹马利亚和马大是姊妹马利亚和马大是姊妹马利亚和马大是姊妹,,,,请耶稣坐席请耶稣坐席请耶稣坐席请耶稣坐席,,,,她们和她们和她们和她们和拉撒路拉撒路拉撒路拉撒路都都都都
爱主爱主爱主爱主,,,,她一定在主来之前和马大高兴的预备一切她一定在主来之前和马大高兴的预备一切她一定在主来之前和马大高兴的预备一切她一定在主来之前和马大高兴的预备一切。。。。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当主一开始讲起神国之道当主一开始讲起神国之道当主一开始讲起神国之道当主一开始讲起神国之道、、、、
马利亚就决定放下手中的工作马利亚就决定放下手中的工作马利亚就决定放下手中的工作马利亚就决定放下手中的工作,,,,
全神专注的听耶稣讲道全神专注的听耶稣讲道全神专注的听耶稣讲道全神专注的听耶稣讲道,,,,甚至连时间都忘了甚至连时间都忘了甚至连时间都忘了甚至连时间都忘了。。。。
因为在她因为在她因为在她因为在她,,,,主是最宝贵最重要主是最宝贵最重要主是最宝贵最重要主是最宝贵最重要、、、、祂祂祂祂是生命之主是生命之主是生命之主是生命之主因为在她因为在她因为在她因为在她,,,,主是最宝贵最重要主是最宝贵最重要主是最宝贵最重要主是最宝贵最重要、、、、祂祂祂祂是生命之主是生命之主是生命之主是生命之主
有生命之道有生命之道有生命之道有生命之道,,,,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事事事事、、、、物可以相比物可以相比物可以相比物可以相比。。。。

有一件事有一件事有一件事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曾求耶和華我曾求耶和華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我仍要尋求我仍要尋求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瞻仰他的榮美瞻仰他的榮美瞻仰他的榮美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在他的殿裡求問在他的殿裡求問在他的殿裡求問
你說你說你說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你們當尋求我的面你們當尋求我的面你們當尋求我的面。。。。

那時我心向你說那時我心向你說那時我心向你說那時我心向你說，，，，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你的面我正要尋求你的面我正要尋求你的面我正要尋求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
抹耶穌的腳抹耶穌的腳抹耶穌的腳抹耶穌的腳

在在在在馬利亞馬利亞馬利亞馬利亞,,,,主是最宝贵最重要主是最宝贵最重要主是最宝贵最重要主是最宝贵最重要、、、、祂祂祂祂是生命之主是生命之主是生命之主是生命之主、、、、有有有有
生命之道生命之道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事事事事、、、、物可以相比物可以相比物可以相比物可以相比。。。。
她的爱主她的爱主她的爱主她的爱主、、、、不是浮浅或情绪化的不是浮浅或情绪化的不是浮浅或情绪化的不是浮浅或情绪化的,,,,她把一切她把一切她把一切她把一切積積積積蓄都蓄都蓄都蓄都
倾倒丶随着感动倾倒丶随着感动倾倒丶随着感动倾倒丶随着感动,,,,为主买了一瓶最上好的香膏为主买了一瓶最上好的香膏为主买了一瓶最上好的香膏为主买了一瓶最上好的香膏,,,,
只敢倒在耶穌的腳上只敢倒在耶穌的腳上只敢倒在耶穌的腳上只敢倒在耶穌的腳上,,,,而且謙卑的跪在主腳前而且謙卑的跪在主腳前而且謙卑的跪在主腳前而且謙卑的跪在主腳前、、、、只敢倒在耶穌的腳上只敢倒在耶穌的腳上只敢倒在耶穌的腳上只敢倒在耶穌的腳上,,,,而且謙卑的跪在主腳前而且謙卑的跪在主腳前而且謙卑的跪在主腳前而且謙卑的跪在主腳前、、、、
用她最珍惜的头发去擦用她最珍惜的头发去擦用她最珍惜的头发去擦用她最珍惜的头发去擦....
這祥的選擇和決定這祥的選擇和決定這祥的選擇和決定這祥的選擇和決定,,,,察验人心的主察验人心的主察验人心的主察验人心的主、、、、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会会会会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神记念神记念神记念神记念))))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不认识主不认识主不认识主不认识主))))
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外面跟随外面跟随外面跟随外面跟随))))



主说主说主说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到底主在说什么到底主在说什么到底主在说什么到底主在说什么？？？？

只是只是只是只是「「「「我我我我」」」」 「「「「先先先先前前前前」」」」以為以為以為以為與與與與我我我我「「「「有有有有益益益益的的的的」」」」 ，，，，
我我我我現現現現在因在因在因在因基督基督基督基督都都都都當當當當作作作作有有有有損損損損的的的的。。。。

不但不但不但不但如此如此如此如此，，，，我也我也我也我也將將將將「「「「萬萬萬萬事事事事」」」」都都都都當當當當「「「「有有有有損損損損的的的的」」」」 ，，，，
因我因我因我因我以以以以認識認識認識認識我主我主我主我主基督基督基督基督耶穌為耶穌為耶穌為耶穌為「「「「至至至至寶寶寶寶」」」」 。。。。
我為他已經我為他已經我為他已經我為他已經「「「「丟棄丟棄丟棄丟棄」」」」萬萬萬萬事事事事，，，，看作看作看作看作「「「「糞土糞土糞土糞土」」」」 ，，，，

大卫大卫大卫大卫、、、、马利亚马利亚马利亚马利亚、、、、保罗的眼中只有保罗的眼中只有保罗的眼中只有保罗的眼中只有「「「「主主主主」」」」
马大的眼马大的眼马大的眼马大的眼、、、、放在放在放在放在「「「「许多事许多事许多事许多事」」」」上上上上!!!!

我為他已經我為他已經我為他已經我為他已經「「「「丟棄丟棄丟棄丟棄」」」」萬萬萬萬事事事事，，，，看作看作看作看作「「「「糞土糞土糞土糞土」」」」 ，，，，
為要為要為要為要「「「「得得得得著著著著」」」」基督基督基督基督。。。。((((腓腓腓腓 3:73:73:73:7----9999；；；；13131313----14141414))))

「「「「我我我我」」」」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就是忘就是忘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記背後努力面記背後努力面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前的前的前的向向向向著著著著標竿直跑標竿直跑標竿直跑標竿直跑，，，，
要要要要得得得得神在神在神在神在基督基督基督基督耶穌裡從上耶穌裡從上耶穌裡從上耶穌裡從上面召面召面召面召我來我來我來我來得得得得的的的的獎賞獎賞獎賞獎賞



马利亚的心中只有主马利亚的心中只有主马利亚的心中只有主马利亚的心中只有主,,,,也只有一件事也只有一件事也只有一件事也只有一件事,,,,活在主活在主活在主活在主面光面光面光面光中中中中

只有耶稣能只有耶稣能只有耶稣能只有耶稣能拯救拯救拯救拯救,,,,祂祂祂祂爱爱爱爱罪罪罪罪人人人人、、、、税吏税吏税吏税吏和一切和一切和一切和一切被罪捆绑被罪捆绑被罪捆绑被罪捆绑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祂祂祂祂的的的的话话话话就是就是就是就是灵灵灵灵就是生命就是生命就是生命就是生命、、、、解解解解开就开就开就开就使使使使人有人有人有人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
句句句句句句句句都都都都带带带带着能着能着能着能力力力力

祂祂祂祂是真是真是真是真光光光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黑暗黑暗黑暗黑暗、、、、使使使使生命生命生命生命如明光照耀如明光照耀如明光照耀如明光照耀祂祂祂祂是真是真是真是真光光光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黑暗黑暗黑暗黑暗、、、、使使使使生命生命生命生命如明光照耀如明光照耀如明光照耀如明光照耀

祂祂祂祂是安是安是安是安息息息息的主的主的主的主、、、、所所所所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劳苦劳苦劳苦劳苦重重重重担担担担来到来到来到来到祂祂祂祂面面面面前前前前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脱落脱落脱落脱落

祂祂祂祂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主、、、、坐在坐在坐在坐在祂祂祂祂面面面面前前前前,,,,生命生命生命生命被净被净被净被净化化化化,,,,得丰盛得丰盛得丰盛得丰盛,,,,
更新鲜更新鲜更新鲜更新鲜

神一切的神一切的神一切的神一切的丰盛丰盛丰盛丰盛在在在在基督里基督里基督里基督里、、、、祂祂祂祂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满足满足满足满足和一切和一切和一切和一切



主说主说主说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到到到到底底底底主在说主在说主在说主在说什什什什么么么么？？？？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解经解经解经解经家说是家说是家说是家说是指食指食指食指食物物物物、、、、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吃吃吃吃就好了就好了就好了就好了
多多多多半解经半解经半解经半解经家家家家认认认认为主不为主不为主不为主不会針会針会針会針对对对对食食食食物而物而物而物而教训教训教训教训
最多以最多以最多以最多以食食食食物為物為物為物為媒介媒介媒介媒介来来来来强调强调强调强调甚么甚么甚么甚么才才才才真重要真重要真重要真重要
(But only one thing is needful: and Mary hath chosen that (But only one thing is needful: and Mary hath chosen that (But only one thing is needful: and Mary hath chosen that (But only one thing is needful: and Mary hath chosen that 
good part, which shall not be taken away from her.)good part, which shall not be taken away from her.)good part, which shall not be taken away from her.)good part, which shall not be taken away from her.)

甚么甚么甚么甚么才才才才是马大是马大是马大是马大应该应该应该应该重重重重视视视视是是是是有真有真有真有真正正正正的的的的价值价值价值价值甚么甚么甚么甚么才才才才是马大是马大是马大是马大应该应该应该应该重重重重视视视视是是是是有真有真有真有真正正正正的的的的价值价值价值价值
主是重在对马大主是重在对马大主是重在对马大主是重在对马大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人人人人
她她她她所所所所需要需要需要需要被改正提醒被改正提醒被改正提醒被改正提醒的的的的
在她的生命在她的生命在她的生命在她的生命亊奉亊奉亊奉亊奉中中中中必必必必需需需需调整调整调整调整的的的的
否则再否则再否则再否则再能能能能干殷勤干殷勤干殷勤干殷勤也不也不也不也不得得得得主主主主喜悦喜悦喜悦喜悦

马大的眼马大的眼马大的眼马大的眼、、、、放錯了焦点放錯了焦点放錯了焦点放錯了焦点!!!!



从从从从马大的马大的马大的马大的例例例例子子子子里里里里、、、、我们看我们看我们看我们看出出出出甚么甚么甚么甚么？？？？主为主为主为主为什什什什么说她么说她么说她么说她？？？？
从从从从主说她的主说她的主说她的主说她的話話話話看看看看得出得出得出得出：：：：
1111、、、、她她她她为为为为许许许许多的多的多的多的亊亊亊亊
2222、、、、她她她她思思思思虑烦扰虑烦扰虑烦扰虑烦扰！！！！
但但但但、、、、
3333、、、、忽略了不可少的忽略了不可少的忽略了不可少的忽略了不可少的、、、、也是不也是不也是不也是不该该该该忽略的忽略的忽略的忽略的
4444、、、、她她她她所所所所关切的关切的关切的关切的飯食飯食飯食飯食、、、、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被被被被奪去的奪去的奪去的奪去的4444、、、、她她她她所所所所关切的关切的关切的关切的飯食飯食飯食飯食、、、、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被被被被奪去的奪去的奪去的奪去的
5555、、、、更更更更不是上好的不是上好的不是上好的不是上好的、、、、不是主要她著重的不是主要她著重的不是主要她著重的不是主要她著重的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

她的存心是好的她的存心是好的她的存心是好的她的存心是好的、、、、要尽心竭力热心款待耶稣和门徒要尽心竭力热心款待耶稣和门徒要尽心竭力热心款待耶稣和门徒要尽心竭力热心款待耶稣和门徒
但但但但、、、、她只是在执行她自己的计划她只是在执行她自己的计划她只是在执行她自己的计划她只是在执行她自己的计划、、、、忙自己要作的亊忙自己要作的亊忙自己要作的亊忙自己要作的亊
她在发挥自己的才干她在发挥自己的才干她在发挥自己的才干她在发挥自己的才干、、、、务求完善务求完善务求完善务求完善、、、、忙到愈来愈烦躁忙到愈来愈烦躁忙到愈来愈烦躁忙到愈来愈烦躁
原先的热心变成了焦虑原先的热心变成了焦虑原先的热心变成了焦虑原先的热心变成了焦虑、、、、服亊主的喜悦渐渐冲淡了服亊主的喜悦渐渐冲淡了服亊主的喜悦渐渐冲淡了服亊主的喜悦渐渐冲淡了
觉得自己的辛苦被人忽略了觉得自己的辛苦被人忽略了觉得自己的辛苦被人忽略了觉得自己的辛苦被人忽略了、、、、好心好意被人辜负了好心好意被人辜负了好心好意被人辜负了好心好意被人辜负了



憑憑憑憑甚么要我一人甚么要我一人甚么要我一人甚么要我一人干干干干活活活活？？？？
难难难难道只有我道只有我道只有我道只有我欠欠欠欠了人的了人的了人的了人的？？？？

为为为为什什什什么主也不关心我么主也不关心我么主也不关心我么主也不关心我？？？？
为为为为什什什什么不叫妹妹么不叫妹妹么不叫妹妹么不叫妹妹幇幇幇幇我我我我？？？？

她她她她再再再再也也也也受受受受不了了不了了不了了不了了、、、、焦虑焦虑焦虑焦虑不不不不平平平平已已已已经涨满经涨满经涨满经涨满了了了了！！！！
她她她她实实实实在在在在太委屈太委屈太委屈太委屈了了了了、、、、再无法忍耐干再无法忍耐干再无法忍耐干再无法忍耐干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她她她她实实实实在在在在太委屈太委屈太委屈太委屈了了了了、、、、再无法忍耐干再无法忍耐干再无法忍耐干再无法忍耐干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

主主主主啊啊啊啊！！！！我我我我的妹子留下的妹子留下的妹子留下的妹子留下我我我我一個人伺候一個人伺候一個人伺候一個人伺候((((我我我我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的纠结的纠结的纠结的纠结))))

祢祢祢祢不不不不介介介介意么意么意么意么？？？？((((连主都敢抱怨了连主都敢抱怨了连主都敢抱怨了连主都敢抱怨了!!!!））））

請吩咐他來幫助請吩咐他來幫助請吩咐他來幫助請吩咐他來幫助我我我我。。。。（（（（客气的客气的客气的客气的吩咐吩咐吩咐吩咐主主主主、、、、主应该按她需主应该按她需主应该按她需主应该按她需
要要要要、、、、照她意思去作照她意思去作照她意思去作照她意思去作，，，，好能完成好能完成好能完成好能完成「「「「她要作她要作她要作她要作」」」」的亊的亊的亊的亊！！！！))))



马大能马大能马大能马大能干干干干到到到到向向向向主发主发主发主发号司令号司令号司令号司令了了了了、、、、
觉得觉得觉得觉得只有她有只有她有只有她有只有她有理理理理连主都连主都连主都连主都錯錯錯錯了了了了、、、、

她她她她本本本本来心来心来心来心里里里里只有只有只有只有「「「「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
焦点焦点焦点焦点放放放放錯錯錯錯了了了了变成变成变成变成了了了了許多的事許多的事許多的事許多的事、、、、

她在自己发她在自己发她在自己发她在自己发热热热热心为主作心为主作心为主作心为主作什什什什么么么么、、、、
別別別別的都不重要的都不重要的都不重要的都不重要、、、、她的最重要她的最重要她的最重要她的最重要、、、、別別別別的都不重要的都不重要的都不重要的都不重要、、、、她的最重要她的最重要她的最重要她的最重要、、、、

马大马大马大马大是爱主是爱主是爱主是爱主、、、、但不真但不真但不真但不真正认识正认识正认识正认识主主主主、、、、

只是只是只是只是憑热憑热憑热憑热心心心心服亊服亊服亊服亊主主主主、、、、却却却却不不不不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主的心意主的心意主的心意主的心意
只把耶稣当只把耶稣当只把耶稣当只把耶稣当敬愛敬愛敬愛敬愛的的的的客客客客人人人人、、、、不是生命的主不是生命的主不是生命的主不是生命的主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許多許多許多許多教会充满了怨言教会充满了怨言教会充满了怨言教会充满了怨言

只要我存心是好的只要我存心是好的只要我存心是好的只要我存心是好的、、、、大家都大家都大家都大家都该照该照该照该照我的意思作我的意思作我的意思作我的意思作
若若若若是不是不是不是不然然然然、、、、我就有我就有我就有我就有权权权权利为自己利为自己利为自己利为自己申寃公申寃公申寃公申寃公开开开开抱抱抱抱怨怨怨怨
不不不不服亊则服亊则服亊则服亊则已已已已、、、、一一一一进入服进入服进入服进入服事就事就事就事就敲敲打打敲敲打打敲敲打打敲敲打打发发发发号令号令号令号令
甚至上至甚至上至甚至上至甚至上至基督基督基督基督下至下至下至下至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姊妹都要姊妹都要姊妹都要姊妹都要照照照照他意思作他意思作他意思作他意思作

这这这这是马大是马大是马大是马大「「「「我一我一我一我一个个个个人情人情人情人情结结结结」、」、」、」、连主都连主都连主都连主都欠欠欠欠了她了她了她了她
主没有主没有主没有主没有称赞称赞称赞称赞她她她她、、、、也没说她没有也没说她没有也没说她没有也没说她没有功劳功劳功劳功劳也有也有也有也有苦劳苦劳苦劳苦劳

主说主说主说主说：：：：马大马大马大马大、、、、马大马大马大马大，，，，妳妳妳妳为为为为许许许许多的多的多的多的亊亊亊亊思思思思虑愁烦虑愁烦虑愁烦虑愁烦
她以為她在她以為她在她以為她在她以為她在服亊服亊服亊服亊主主主主、、、、其实其实其实其实是是是是服亊服亊服亊服亊她的她的她的她的成成成成就感就感就感就感
她她她她錯錯錯錯了了了了、、、、不在不在不在不在服亊服亊服亊服亊主主主主、、、、是是是是在在在在服服服服事事事事「「「「许许许许多的事多的事多的事多的事」」」」



马大马大马大马大搞搞搞搞錯錯錯錯了了了了优先秩序优先秩序优先秩序优先秩序：：：：主主主主才才才才是是是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把把把把其其其其他的放到了他的放到了他的放到了他的放到了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优先优先优先优先，，，，那那那那怕怕怕怕存心存心存心存心再再再再好也好也好也好也是是是是錯錯錯錯了了了了

更况更况更况更况且好心作且好心作且好心作且好心作坏亊坏亊坏亊坏亊的的的的例例例例子不子不子不子不胜枚举胜枚举胜枚举胜枚举
只只只只靠血气才干靠血气才干靠血气才干靠血气才干、、、、成成成成事不事不事不事不足败足败足败足败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余余余余

今今今今天天天天的福的福的福的福音派教会正音派教会正音派教会正音派教会正是是是是如此如此如此如此
才干恩赐资源节目样样才干恩赐资源节目样样才干恩赐资源节目样样才干恩赐资源节目样样不不不不缺缺缺缺
开开开开会办会办会办会办事事事事方法制度方法制度方法制度方法制度件件不少件件不少件件不少件件不少
却却却却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体会体会体会体会主的心来主的心来主的心来主的心来服服服服事事事事祂祂祂祂

缺缺缺缺少的是真少的是真少的是真少的是真正祷告正祷告正祷告正祷告的的的的门徒门徒门徒门徒
耶路撒耶路撒耶路撒耶路撒冷冷冷冷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合合合合意意意意的的的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安安安安提提提提阿阿阿阿领袖领袖领袖领袖們們們們的同心的同心的同心的同心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能安静坐主面前的人真是太少能安静坐主面前的人真是太少能安静坐主面前的人真是太少能安静坐主面前的人真是太少太少太少太少太少了了了了



我们过去都选了甚么我们过去都选了甚么我们过去都选了甚么我们过去都选了甚么？？？？

那那那那三项三项三项三项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最看重最看重最看重最看重、、、、最最最最花花花花时间时间时间时间的的的的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三三三三 P: P: P: P: 学位学位学位学位、、、、财产财产财产财产、、、、身份身份身份身份？？？？

五子登科五子登科五子登科五子登科：：：：金子金子金子金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外子外子外子外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

那那那那三三三三项项项项最最最最占占占占据据据据或或或或影响影响影响影响我们我们我们我们的的的的心思情感心思情感心思情感心思情感？？？？
（（（（存款存款存款存款？？？？成就成就成就成就[[[[儿女成就儿女成就儿女成就儿女成就] ] ] ] ？？？？改不了的习惯嗜好改不了的习惯嗜好改不了的习惯嗜好改不了的习惯嗜好？）？）？）？）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信信信信主多主多主多主多久久久久了了了了？？？？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选择选择选择选择有有有有所改变所改变所改变所改变么么么么？？？？
还还还还是是是是毫无改变毫无改变毫无改变毫无改变？？？？只是留在知只是留在知只是留在知只是留在知识识识识或或或或良良良良心心心心層面層面層面層面？？？？
还还还还是是是是貪貪貪貪戀舍戀舍戀舍戀舍不不不不得花花世界得花花世界得花花世界得花花世界的的的的短暫短暫短暫短暫利利利利得享受得享受得享受得享受？？？？

或或或或是是是是，，，，愈愈愈愈来来来来愈愈愈愈看重永恒的看重永恒的看重永恒的看重永恒的价值价值价值价值？？？？
学习保罗学习保罗学习保罗学习保罗，，，，丢弃万丢弃万丢弃万丢弃万亊亊亊亊看看看看作作作作糞土糞土糞土糞土！！！！



马利亚不是这样马利亚不是这样马利亚不是这样马利亚不是这样

她也很高兴主耶稣到她们家来坐席她也很高兴主耶稣到她们家来坐席她也很高兴主耶稣到她们家来坐席她也很高兴主耶稣到她们家来坐席
她也她也她也她也肯肯肯肯定定定定早早早早早早早早和马大一和马大一和马大一和马大一赴赴赴赴忙忙忙忙碌碌碌碌预备预备预备预备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她和姊姊不同的是她和姊姊不同的是她和姊姊不同的是她和姊姊不同的是
姊姊心中姊姊心中姊姊心中姊姊心中「「「「只有一件只有一件只有一件只有一件亊亊亊亊」、」、」、」、款待款待款待款待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姊姊心中姊姊心中姊姊心中姊姊心中「「「「只有一件只有一件只有一件只有一件亊亊亊亊」、」、」、」、款待款待款待款待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她她她她却却却却眼中眼中眼中眼中「「「「只有一只有一只有一只有一个个个个人人人人」、」、」、」、瞻仰瞻仰瞻仰瞻仰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马大马大马大马大憑天然才干热憑天然才干热憑天然才干热憑天然才干热心在心在心在心在「「「「为主作事为主作事为主作事为主作事」」」」
马利亚马利亚马利亚马利亚卻卻卻卻如如如如大大大大卫卫卫卫全心在全心在全心在全心在「「「「主前主前主前主前求问求问求问求问」」」」

马大马大马大马大服服服服亊亊亊亊、、、、眼中只有事眼中只有事眼中只有事眼中只有事、、、、许多事许多事许多事许多事
马利亚愛主马利亚愛主马利亚愛主马利亚愛主、、、、全心愛主全心愛主全心愛主全心愛主、、、、只有主只有主只有主只有主



神神神神使使使使用马利亚用马利亚用马利亚用马利亚，，，，为着主要为着主要为着主要为着主要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预预预预先先先先膏了耶稣膏了耶稣膏了耶稣膏了耶稣
门徒门徒门徒门徒看看看看见见见见了了了了、、、、却却却却没人知道她作没人知道她作没人知道她作没人知道她作了了了了一件神一件神一件神一件神计划计划计划计划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亊亊亊亊

主知道主知道主知道主知道愛愛愛愛祂的是祂的是祂的是祂的是谁谁谁谁
祂祂祂祂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合合合合用的用的用的用的器皿器皿器皿器皿

真真真真正正正正知道祂是主知道祂是主知道祂是主知道祂是主、、、、凡凡凡凡亊照亊照亊照亊照祂祂祂祂旨旨旨旨意意意意行行行行的的的的器皿器皿器皿器皿

我们真我们真我们真我们真认识认识认识认识主么主么主么主么？？？？我们真我们真我们真我们真认识认识认识认识主么主么主么主么？？？？
我们真我们真我们真我们真正愛正愛正愛正愛主么主么主么主么？？？？

和主有和主有和主有和主有个个个个人人人人亲近亲近亲近亲近的关系么的关系么的关系么的关系么？？？？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亊奉第亊奉第亊奉第亊奉第一一一一、、、、不是事不是事不是事不是事业业业业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也不是家也不是家也不是家也不是家庭庭庭庭第第第第一一一一；；；；

而是而是而是而是「「「「惟独耶稣惟独耶稣惟独耶稣惟独耶稣」」」」：：：：
「「「「主是唯一主是唯一主是唯一主是唯一、、、、无可相比无可相比无可相比无可相比」！」！」！」！



甚么是主要马大和我们甚么是主要马大和我们甚么是主要马大和我们甚么是主要马大和我们学习学习学习学习的的的的？？？？

不但不但不但不但愛愛愛愛主主主主
不但不但不但不但热热热热心心心心、、、、有有有有愛愛愛愛心心心心，，，，有有有有恩赐恩赐恩赐恩赐接接接接待待待待主耶稣和主耶稣和主耶稣和主耶稣和众众众众门徒门徒门徒门徒
不但不但不但不但殷勤亊奉殷勤亊奉殷勤亊奉殷勤亊奉

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不是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不是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不是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不是亊亊亊亊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不是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不是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不是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不是亊亊亊亊
而是而是而是而是「「「「主自己主自己主自己主自己」」」」！！！！

当不当不当不当不住住住住的的的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要要要要住住住住在主在主在主在主里面里面里面里面
顺顺顺顺从恩从恩从恩从恩膏的膏的膏的膏的教训教训教训教训
敞敞敞敞着着着着脸脸脸脸看看看看见见见见主的主的主的主的荣荣荣荣光光光光、、、、荣荣荣荣上上上上加荣加荣加荣加荣



学学学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功功功功课课课课的马大的马大的马大的马大

在主最在主最在主最在主最后后后后一一一一次次次次上耶路撒上耶路撒上耶路撒上耶路撒冷冷冷冷、、、、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被被被被请请请请赴宴赴宴赴宴赴宴席席席席
圣圣圣圣经经经经只用只用只用只用四四四四个个个个字记录字记录字记录字记录马大马大马大马大：：：：「「「「马大伺候马大伺候马大伺候马大伺候」」」」！！！！

马大的马大的马大的马大的恩赐恩赐恩赐恩赐、、、、才干还才干还才干还才干还在在在在
马大马大马大马大仍仍仍仍然然然然在在在在殷勤殷勤殷勤殷勤的的的的服亊服亊服亊服亊

只是只是只是只是、、、、听不听不听不听不见见见见她的她的她的她的声声声声音音音音只是只是只是只是、、、、听不听不听不听不见见见见她的她的她的她的声声声声音音音音
更更更更听不听不听不听不见见见见她有任何她有任何她有任何她有任何怨怨怨怨言言言言
她能够不发她能够不发她能够不发她能够不发声声声声音音音音的的的的服服服服事事事事
她她她她外外外外头在忙心中有安头在忙心中有安头在忙心中有安头在忙心中有安息息息息

我们也我们也我们也我们也愿愿愿愿意事意事意事意事奉奉奉奉中中中中成成成成长长长长
以高以高以高以高举举举举主为主为主为主为亊奉亊奉亊奉亊奉的的的的焦点焦点焦点焦点
让让让让人在我们人在我们人在我们人在我们身身身身上看上看上看上看见见见见主主主主



马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马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马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马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哒哒哒哒香膏香膏香膏香膏
抹耶稣的抹耶稣的抹耶稣的抹耶稣的脚脚脚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圣圣圣圣经强调经强调经强调经强调「「「「屋屋屋屋里里里里就就就就满满满满了膏的香了膏的香了膏的香了膏的香气气气气」」」」

马利亚马利亚马利亚马利亚并并并并不一定知道她不一定知道她不一定知道她不一定知道她被被被被神神神神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把香膏预把香膏预把香膏预把香膏预先先先先为主安葬之日豫备的为主安葬之日豫备的为主安葬之日豫备的为主安葬之日豫备的把香膏预把香膏预把香膏预把香膏预先先先先为主安葬之日豫备的为主安葬之日豫备的为主安葬之日豫备的为主安葬之日豫备的

她只是全心她只是全心她只是全心她只是全心愛愛愛愛主選主選主選主選择择择择静静静静坐主坐主坐主坐主脚脚脚脚前前前前
瞻仰瞻仰瞻仰瞻仰主主主主荣美荣美荣美荣美如如如如镜镜镜镜子子子子返返返返照照照照荣荣荣荣上上上上加荣加荣加荣加荣

成成成成为神可用为神可用为神可用为神可用乐乐乐乐意意意意使使使使用的贵重用的贵重用的贵重用的贵重器皿器皿器皿器皿



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按着神的旨意服事按着神的旨意服事按着神的旨意服事按着神的旨意服事
了他那一世代的人了他那一世代的人了他那一世代的人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徒徒徒徒 13131313：：：：22222222----24242424，，，，36)36)36)36)

保罗一生完成了主耶稣的保罗一生完成了主耶稣的保罗一生完成了主耶稣的保罗一生完成了主耶稣的託託託託负负负负、、、、把福音把福音把福音把福音传遍传遍传遍传遍
他那时代的地极他那时代的地极他那时代的地极他那时代的地极

马利亚被神使用马利亚被神使用马利亚被神使用马利亚被神使用,,,,用至贵香膏在主受难前豫用至贵香膏在主受难前豫用至贵香膏在主受难前豫用至贵香膏在主受难前豫
先膏了耶稣先膏了耶稣先膏了耶稣先膏了耶稣先膏了耶稣先膏了耶稣先膏了耶稣先膏了耶稣

他们都是神心上的人他们都是神心上的人他们都是神心上的人他们都是神心上的人
因们他们都只有一件事因们他们都只有一件事因们他们都只有一件事因们他们都只有一件事
““““全心爱神全心爱神全心爱神全心爱神””””
一生为神而活一生为神而活一生为神而活一生为神而活

主说主说主说主说::::是不能夺去的是不能夺去的是不能夺去的是不能夺去的!!!!



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

我们亊奉的理念如何我们亊奉的理念如何我们亊奉的理念如何我们亊奉的理念如何？？？？

我们服事的焦点何在我们服事的焦点何在我们服事的焦点何在我们服事的焦点何在？？？？

我们対主的认识如何我们対主的认识如何我们対主的认识如何我们対主的认识如何？？？？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决定生命的价值决定生命的价值决定生命的价值决定生命的价值？？？？

决心选择上好的福份决心选择上好的福份决心选择上好的福份决心选择上好的福份？？？？



你愛我你愛我你愛我你愛我

比这些更深么比这些更深么比这些更深么比这些更深么？？？？

让我们让我们让我们让我们

将心归主一同将心归主一同将心归主一同将心归主一同愛愛愛愛主主主主

選擇那上好的福分選擇那上好的福分選擇那上好的福分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