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撒迦利亞書(講經一)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信仰工作坊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戶外  

5：00 pm 
喜 樂 團：查經（三）  

仁 愛 團：屬靈書籍分享—傳記（ 2）  

 

 

 

主 

 

 

日 

9：00 am 

9：45 am 

11：15 am  

擘餅聚會 

信息聚會 

兒童及少年主日學 

各班兒童主日學 

少年班 

成人主日學 

青 年 慕 道 班：耶穌復活與我何干？ 

成 年 慕 道 班：自由交通及問題解答 

信徒造就信仰組：受浸的意義 

信徒造就生活組：受浸的意義 

聖 經 概 論 班：舊約─詩歌智慧書：箴言選讀  

專    題    班：受苦是對我有益的  

成 年 初 信 班：查經  

成 年 查 經 班：查經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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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教會的主題學習代禱，求神藉聖靈更多在我們心裡作工，好讓我們在

新的一年更好追求主，預備自己，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二、 記念每主日的信息聚會，為其中服事的肢體禱告，求主使用其中的話語來

規模我們的思想，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 

三、 為新春佈道聚會後的跟進工作禱告，求主吸引曾參加聚會的福音朋友繼續

前來參加聚會，並在他們的心中工作，好叫他們能早日蒙恩拯救。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肢體，其中有黃周紫雲姊妹，求主施恩扶持。 

聚會報告 

一、 教會定於六月三日（主日）有受浸聚會，凡擬報名受浸者，請先與所屬團

契或主日學同工交通。截止報名為下主日 (三月廿五日)，請注意在報名

時把得救見證一同交付。 

二、 今天下午二時正有事奉交通聚會，聚會的第一段時間會為教會往前禱告，

接著有讀書分享。 

分享書籍「靈力由求」：第二部份「祈禱出來的能力」 

第六篇：祈禱的果效  

第十九篇：短促祈禱的損害  

請所有有崗位服事的同工按指定交通的範圍先作預備，並依時出席。 

三、 本週五(三月廿三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在大圍寶福紀念館有宋國良弟兄的

安息聚會，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預備時間參加。當天將有一部旅遊

車接載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往返，請於當天下午六時三十分之前，在聚會所

集合。 

四、 下週四(三月廿九日)晚上八時正，在九龍殯儀館有黃偉雄弟兄的父親黃將

元弟兄的安息聚會，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預備時間參加。當天將有

一部旅遊車接載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往返，請於當天下午七時之前，在聚會

所集合。 

五、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撒迦利亞書(講經一) 

六、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祭司國度、聖潔國民                 詩歌 258首 

經文：出十四 4-6、彼前二 1-5、9 
 

□□年近歲晩，人們正準備歡度春節，但從新聞得知在花蓮發生地

震，大埔又有奪命車禍，造成嚴重傷亡。實在令人傷感難過。意外

中的死難者有些正在度假、有些要回家，也許在計劃美麗的人生。

但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他們已失去生命，一切對他們而言已不再

重要。人的生命何等脆弱，像聖經所言「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

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

見了。我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

或作那事。」(雅 4:14-15)。要知道生命的主權在神的手中，我們每

一天都應該按著神的旨意、好好的活著、並討祂的喜悅。那麼，神

拯救我們的目的是甚麼呢?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三個月，到了西乃山，神就向他們講說救贖

他們的旨意和目的。出埃及記十四章六節點出以色列人的身份為祭司

的國度、聖潔的國民。到了出埃及記十九章，神才向他們說出祂心中

的話，因為祂已經救贖以色列人脫離捆鎖，可以向他們啟示祂的旨意。 

□□出埃及記二十至四十章比起前段更為重要，因為神要叫以色列人

知道何謂祭司國度、聖潔國民。出埃及記二十至二十四章論到十誡和

一些條文，並且神與以色列人立約，要叫他們於萬國中分別為聖潔國

民歸給神。若果以色列人遵行十誡，他們就要像神。 

□□出埃及記二十五至四十章論到會幕的建造、祭司的職份、事奉的

安排，就是以色列人如何能實現神救贖他們的心意和計劃，成為神的

見證人。教會今年的主題為合乎主用，我們可以看見以色列人蒙救贖

是過程，並非目的。人墮落而有救贖，但目的是要回歸到神造人的目

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我們不單要蒙救贖，也要成為神的見證，當

中又細分為兩部份﹕一為聖潔國民，二為祭司國度。 

出埃及記二十至二十四章﹕聖潔國民 
□□十誡對於今天的基督徒來說是甚麼呢?十誡是人生的簡單說明

書。神造了人，對於我們要如何做人，也有祂的計劃、目的和心意。

十誡論到與神之間的關係，以及與人之間的關係。主耶穌說﹕”第一

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阿，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

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

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可十二 29-31) 十誡涵蓋了以神為

神來敬拜祂、我們的作息、家庭生活次序、緍姻忠貞、待人處事等方

面。神告訢我們當如何在祂面前生活，人生該當如何。十誡提及許多

不可，因為萬國之民都走了樣，但神說你們不可如此。神告訴以色列

人人生該如何，迦南七族偏離了，但以色列人要活出聖潔國民的樣

式。只有神是聖潔的，所以以色列人要像神。摩西把十誡寫在兩塊法

版上，原文是見證版。而法版放在約櫃裏，約櫃是見證的法櫃，並且

放在會幕裏為見證。若果以色列人按着法版生活，就與萬民不同，是

為神的見證，合主用之人的見證。以上是出埃及記二十至二十四章的

內容。 

出埃及記二十五至四十章﹕祭司國度 
□□出埃及記二十五至四十章，除金牛犢事件外，其餘的十三章都是

關於事奉的安排。我們可能會覺得很不容易明白，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是十災和紅海，但神卻反覆記載會幕的事情。當會幕竪立起來，神的

榮耀得以顯明出來—“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

幕。摩西不能進會幕，因為雲彩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

了帳幕。每逢雲彩從帳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雲彩若不收

上去，他們就不起程，直等到雲彩收上去。日間耶和華的雲彩，是在

帳幕以上。夜間雲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們所行的路上，

都是這樣。” (出四十 34-38) 神的榮耀與以色列人同在，他們的人生

由神引領。出埃及記以高峰和榮耀為結束。神不單得着聖潔的國民，

還要得着祭司的國度，神要與人相會。 

□□神在西乃山下頒佈祂的心意，但是往後以色列人失去了寶貴的身

份，與萬國一般迷失於敬拜假神之中，失去了人生的意義。外邦人為

無知虛妄之時，保羅說神的聖言託付於以色列人，但他們沒有按照神

的聖言生活，以致迷失。他們沒有人生意義，神亦得不着見證。 

重生之人作祭司 
□□我們今天再有機會聽神講述祂的心意，我們是如何回應呢?以色

列人不順從，救恩就臨到外邦人。神又藉好像摩西一般的彼得跟我們

講述神的心意。彼得用了西乃山下的圖畫，他跟摩西所傳講的一樣。

因為神的心意並沒有改變，也沒有打岔。神在新約裏得着了我們，神

再藉彼得向我們傳講。神向蒙救贖的人宣告祂的心意，這實在是千載

難逢的機會，但我們又如何回應呢?  

□□神向以色列人講得很清楚，今天也一樣，但我們有否把握呢?彼



得是猶太人，他很清楚他們的失敗。彼得前書一至二章可見彼得很有

把握。他兩次提到我們是蒙救贖為重生之人﹕彼得前書一章三節說”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

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一章二十三節

又說﹕”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

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他向重生的人講話，這些人是從上頭

生、從靈生的。聖靈進入我們，有神的生命，我們能靠祂得勝而不失

敗。彼得不是說我們要在物質的會幕或聖殿之中，他知道我們重生

了，所以要像才生的嬰孩一樣渴慕靈奶。主為活石，是靈裏的真正的

活。我們要作聖潔的祭司，藉着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這是

在靈裏的。彼得說我們有靈的生命，並且要靠此生命成為現今這個時

代的祭司。彼得說這話，也把路指明出來。這條路由重生開始，渴慕

靈奶而生命成長，主為活石，我們也是活石。 

要作合乎主用的人 
□□作祭司事奉，獻上靈祭‧居於屬靈之居所中，這是合乎主用的道

路。彼得自己也是如此，他遇見主、三年跟從主、渴慕主的話。神把

彼得從一塊泥巴變化為石頭。主第一次見彼得時說他叫磯法，就是石

頭。當他認識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主說你是彼得。彼得認識

神的心意，就是要建造靈宮，而他要成為被建造的石頭。這是一個漫

長的過程。彼得也有大失敗，認識到他自己是泥土，是靠不住的，但

主要把他變為石頭。彼得寫彼得前書，以自己為示範，我們每一個也

要如此，也要合乎主用。彼得前書完全呼應摩西向以色列人所說的。

神今天也藉彼得告訴神的教會，我們應該向神有所回應。我們要成

長、變化、作神的居所，作祭司事奉神。 

□□人生不過幾十年，究竟我們要如何花費呢? 到底我是否合乎主用? 

我們有沒有按照神所啟示的心意來成為祂的見證人、祭司和居所? 如

果有的話，神得着滿足，我們也滿足，因為我們有中的的人生。我們

雖然已經有得勝的關鍵，但是若不小心倚靠，還是會重蹈以色列人的

覆轍。以色列人的歷史是真實的歷史，也是屬靈經歷的圖畫，要實現

於我們的人生。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我們蒙救贖脫離世界﹔他們脫離

法老，就是我們脫離仇敵﹔他們過紅海，就是我們受浸﹔他們有曠野

的生活，也進入迦南地的豐富，我們也有。但是以色列人的失敗和倒

斃曠野，也可以在我們身上成真。這樣的話，我們就會過着一個不中

的的人生，失去了神在我們身上偉大榮耀的旨意。 

以色列人的失敗: 世界充斥其心 
□□我們要明白以色列人失敗的因由。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章十一節

說以色列人倒斃曠野的事要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我們要作死因調

查，不要跟着以色列人倒斃曠野。首先神藉摩西向以色列人說話，神

說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但他們並沒有聽進去。雖然以色列人聽

到了神的話，但只是口中說會遵行，卻是沒有聽進去。祭司國度和聖

潔國民的異象沒有支配他們，當無水無食物、困難的時候，他們就爭

拗，說要回埃及。因為世界充斥他們的心。 

□□以色列人倒斃曠野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沒有離開埃及和自我。神的話

不能進入他們心裏，他們雖然離開了埃及，但心中的埃及卻揮之不去。

神要救他們離開埃及，因為在那裏不能事奉神，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剔

除心中的埃及。今天，世界在我們心裏有地位嗎? 是否各人都專愛自己

呢?彼得說我們是重生了，蒙神生命，所以應該繼續被永生的事物所支

配，不應好像世人一般被世上滅亡的事物所支配。彼得說我們的重生不

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乃是用基督的寶血買來

的，是因神永存的話而重生。既然你以不能朽壞為開始，所以也應該一

樣被不能朽壞的所支配。永生的事物要牢牢抓住你，你今天就要過永生

的人生，要把神向我們所說的話聽進去，支配我們的人生。 

以色列人的失敗: 不信的惡心 
□□以色列人不能進迦南也是因為不信的惡心，是邪惡的，是神所憎

惡的。我們要防備不信的惡心，要用信調和神所向我們說的話。信心

要堅持，忍耐向前。彼得前書是彼得對在百般試煉中的人所說的。我

們在香港也有很多難處，容易叫我們忘記人生的意義為何，生發妥協

的思想。彼得說要記得你是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要用信心持守。

以色人的死因是遇見困難，就生出不信的惡心，不信神能帶他們進入

迦南。其中最厲害的爆發就是探子事件，以色列人嚷着要回埃及去，

只有迦勒和約書亞跟以色列人有相反的見證，他們說不用怕，神能帶

我們進去迦南。 

□□消極來說，我們不要讓世界充斥我們，也要防備不信之惡心。積

極來說，我們要把神的話聽進去。完全接受神的話成為我們人生的異

象來支配我們，要用信心向前，直至主再來。仇敵每天也來拍打我

們——在工作、家庭，甚至教會裏。神對祭司說每天早上和黃昏要獻

兩隻一歲的羊羔，壇上的火不能停息。所以我們要以奉獻對抗仇敵的

拍打，好叫我們更親近主，更像主。 

(本文未經講員過目。)                                □ 陳景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