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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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pm 
中學生團契：彼此相交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屬靈書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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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年 初 信 班：分組  

成 年 查 經 班：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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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九日  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九期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葵芳家冬令會禱告，記念講員的靈、魂與身體，也為各項服

事禱告，求主加添智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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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俊的姨丈曾金先生於上週一（十二月三日）離世。感謝主！

他在離世前的日子能清楚信主！求主安慰弟兄的家人及帶領安

息聚會的安排。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其中有方綉卿姊妹，

求主施恩扶持。 

聚會報告 

一、 下主日（十二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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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有福音操練（三），請所

有有崗位服事的同工依時出席。 

二、 下主日（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時正在大角咀九龍殯儀館有黃

陳玉珍姊妹（黃金鳯姊妹的母親）的安息聚會，請弟兄姊妹為

聚會禱告，並預備時間參加。 

三、 十二月廿二日（下週六）早上十時三十分，在紅磡世界殯儀館

有張家俊弟兄的姨丈曾金弟兄的安息聚會。請弟兄姊妹為聚會

禱告，並預備時間參加。 

四、 今天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有詩歌教唱的安排，歡迎所有弟兄姊

妹參加。 

五、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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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的器皿（五）—— 金香壇的服事 

詩歌：禱告乃是靈中所燒聖香 

經文：出30：1－10，34-38 

 
「見證的器皿」—— 今天交通到最後一個，也就是會幕的聖所內三個器皿

的最後一個 —— 金香壇。金香壇所啟示的是有關禱告的服事。 

 

金香壇禱告服事的原則 
一、基督是服事的依據（出30：1-3） 

金香壇是用皂莢木做的，但整座壇是要用精金包裹。這再次說明，憑我

們天然的人是不能到神面前事奉的。事奉神的人必須是在基督裡；不在基

督裡就沒有服事的路，也沒有真正的服事。我們是披帶著基督來事奉，才

能蒙神的悅納。 

 

二、信心和愛心的服事（出30：4-5） 

我們留意金香壇的設計有一點特別，就是只做兩個金環，安在壇的兩

旁，作為穿杠用。這個設計不像約櫃、桌子和祭壇，都是用四個環子來穿

杠的。杠子穿在四個環裡，扛抬物件的時候就穩定；穿在兩個環子裡就不

容易維持平衡，抬的人就會覺得吃力，需要加倍地小心。事奉是一個見證，

人在事奉上做得對，神的名就得榮耀；人在事奉上做得不對，神的名就蒙

羞辱。因此，服事神的人就當小心謹慎，不可粗心大意，不可馬虎隨便；

必須肯付代價，甘心忍受難處，這樣的服事才能叫神得著榮耀。在平靜安

穩的日子要謹慎服事，在動蕩不安（移動香壇）的時候更要小心服事；人

若謹慎小心地活出服事的見證，神就能得著享用，人也會受到吸引而愛慕

親近神。另一方面，這也是說到，禱告的服事是要用信心和愛心去作的。「你

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著。」

（提後1：13） 

 

三、是在神面前的服事（出30：6） 

金香壇擺在法櫃前的幔子外，要正對著施恩座。事奉是向著神的，是

做在神面前的；人太容易以工作代替事奉，眼中看見的是工作，心中思想

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得成功。事奉神的著眼點不在工作的本身，也不在別人

對我們的評價；事奉神的著眼點乃在於神的喜悅，就是在神面前做祂所喜

悅的事。並不計較別人的同情或是不諒解，心裡單單向著主，手裡單單做

主要我們做的，這就是事奉。不向著神做，不在神面前做，只在人眼前做，

那不是事奉。「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

心裡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弗6：6-7） 

 

四、在聖靈的光中服事（出30：7-8） 

會幕中燒香的事奉有一定的限制，不能隨意亂來；燒香是根據點燈，

什麼時候點了燈，什麼時候就燒香，這說明事奉的根據是生命的光，活在

生命的光中就有事奉，不在生命的光中就只有工作，而沒有事奉。燈點亮

了，神的話顯出亮光來，人受了光照就看見神的心意；禱告在神的心意裡，

敬拜在神的心意裡，這樣的事奉才是香壇的事奉。我們要靠著主的恩常常

活在生命的光中，常常活在神話語的光中，好活出蒙神記念的事奉來；唯

有在生命光中活出來的，才是被神享用的事奉。 

 

五、基督就是我們的香 

1.不可奉上異樣的香（出30：9） 

神指定了做香之法，材料和數量都定規了，在香壇上只能燒這指

定的香；不合這規定的香都是異樣的香，在壇上燒異樣的香不僅不是

事奉，而且是惹神震怒的事，因為沒有照著山上所指示的樣式去做，

這乃是背逆神，是不服神的權柄。「不可獻燔祭、素祭，也不可澆上

奠祭」這表示不單只不可以奉上異樣的香，也不可以自己的方式來事

奉；不是自己喜歡怎樣服事就怎樣服事，乃是要按照神的心意來服事。 

2.不可為己做這聖香（出30：37-38） 

不可為自己做香為要聞香的味，這表示那人想得到人的敬拜。這

是大大的得罪神，想奪取神的敬拜，這就是撒但最想得到的。我們事

奉神，不是要得到別人的敬拜。 

3.基督就是我們的香（出30：34-36） 

聖香要照著神的指示，搗得極細製造而成；這表明了基督的均

衡、公正、不偏不倚，以及祂在生活的磨練中顯出的柔細品格。基督

的品格實在美麗，祂的名真如倒出來的香膏。如上所述，香正是指著

基督；神只接受基督的馨香，其實在基督以外也沒有什麼馨香。因此，

我們只能在基督裡獻上敬拜和讚美，讓主帶我們到神面前去敬拜。「另

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

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啟8：3）這裡是說許多

的香賜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上。既說是許多的香，就不是

說到聖徒的祈禱；這許多的香乃是加在眾聖徒的祈禱上面，叫他們的

祈禱是有功效的。所以我們要看見主耶穌就是我們的香。主耶穌是我

們的大祭司；祂今天的職事是在父神面前為我們代求。當祂代求的時

候，聖靈就要在地上工作。我們的禱告怎能被神悅納呢？許多時候我

們實在不知道怎樣禱告，就是禱告了也是那樣軟弱，甚至懷疑我們的



禱告主會不會答應？但是感謝神！這裡我們看見，我們每逢禱告，主

耶穌就要加上許多的香在我們的禱告上；祂的禱告就加在我們的禱告

裡，這就叫我們的禱告有功效。所以我們實在要倚靠主，每逢我們禱

告的時候，求祂在我們的禱告裡加上祂自己；即是我們的禱告是按照

主的心意來禱告，這樣的禱告才能蒙神悅納。 
 

六、主寶血潔淨的事奉（出30：10） 

香壇的服事是很高的事奉，是在與神面對面這一地位上的事奉；但是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人的手常常把榮耀的事染上了污點；人外表的事奉往

往很像樣，裡面卻有著許多的摻雜，要保持壇的至聖，就要不住地取用血

的潔淨。我們要學習在神面前活得更單純，更脫離自己的摻雜，好使我們

把純淨的事奉獻在神面前；事奉不單純，神就不會悅納。隱藏在我們裡面

的許多假冒，使得我們的服事在神面前不純淨，但神所要的乃是純淨的服

事。金香壇所啟示的就是神所要的服事。求主憐憫我們，幫助我們愛慕、

追求那滿有基督而不帶著自己的事奉。 

 

 

金香壇禱告服事的學習 
1、主教導門徒的禱告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

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

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

永遠。阿們！」（太 6：9-13） 

主教導門徒這個禱告，開始就是有關神所關注的三個請求，我們必

須先求神所關注的事；然後，接著才是三個有關我們所需的祈求。 

 

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每當我們禱告的時候，甚麼是在你心中最首要的呢？是不是願父的

名被尊為聖呢？「為聖」的意思是「成為完全，分別出來」。事實上說，

父神的名無論如何都是聖潔的，但是，這個名在地上是否被尊為聖？

是否被屬祂自己的人尊為聖？是否被世人尊為聖？那卻是一個問題。

為這緣故，我們就要向我們的天父提出這個願望。不信主的人不尊主

的名為聖，我們沒他辦法；但我們自己有沒有尊主的名為聖？生活、

言行、見證有沒有讓別人看到我們是尊主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我們有沒有禱告說：「願祢的國降臨」？這表明了主耶穌的心思是

在這件事上。祂何等盼望祂的國要顯明在地上，好叫公義能管理全地。

世上的國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祂心中渴望這件事成就，所以要

求祂的教會為這件事祈求。「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

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 6：33）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我們不該總是

關心自己要吃喝甚麼，穿甚麼。我們這些生活所需的，我們的天父全

都知道了。我們真的必須要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若不尋求，我們也

不會得著所需。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這裡的「旨意」是單數詞。神的旨意是甚麼？父的旨意只有一個，

是與祂獨生愛子有關。在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裡，雖然表明的方式不

一樣，事實上是同一件事。神的旨意是要祂的愛子在凡事上居首位，

超過萬有。有一天萬物在基督裡面都要同歸於—，基督要包括一切，

又住在一切之內，要得榮耀，承受萬有。「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我們知道，在天上神的旨意是完滿地成就，百分之百通

行無阻；我們願意祂的旨意，同樣地完滿成就在地上，百分之百在地

上通行無阻。在這個禱告上，我們要完全站在神那邊。所以，神的子

民聚會禱告的時候，我們不是求神照我們的意思去成全一些事，這並

不是禱告。我們禱告，實際上是與神表同情，願祂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樣。不管是為甚麼事祈求，這是基本的原則：求神的旨

意成就，不是照我們的意思。我們可以告訴祂，照我們所能領會的，

請祂那樣成全；但要有進一步的祈求，就是求祂照著祂的意思來成就。

願主幫助我們禱告，不管求甚麼事，基本上我們要站在神那邊，只願

祂的旨意成全。 
 

我們先求神所要的，才能求與自己有關的事。在三個為自己所需的祈

求中，其中包括了我們在地上等候主再來這段時日裡所需要的一切。 

 

日用的飲食（身體）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這是我們肉身上的需

要。是我們與天父之間的基本關係，神要我們要天天仰望祂供應。 

 

免我們的債（魂）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這是我們魂的需要。

這是我們與別人之間首要的關係。這個祈求，是唯一帶著條件的祈求。

這個並不是罪人向主的禱告，因為那個禱告，並沒有附上任何條件；

但是，在這裡的禱告，我們得免債是有條件的，就是我們先免去別人



的債。如果我們不免人的債，神就不免我們的債。一個不肯寬貸的心，

對我們的魂最不利。神願意我們在心裡有真正的平安，魂裡也安息。

如果我們不肯赦免人，對自己的魂會造成傷害；不但可能會傷害了別

人，同時也叫自己受虧損。所以神願意我們常存赦免人的心。我們饒

恕人，神也饒恕我們。在禱文中，這是唯一帶有條件的。今天在神的

子民當中，多少人不肯彼此饒恕，而是彼此懷恨。神的子民四分五裂，

彼此攻擊，相咬相吞，不肯彼此包容；因此，神的見證大受攔阻。這

個不肯饒恕人的心，不但影響了別人，也影響了自己。所以，今天我

們要作這樣的禱告，對我們的魂來說是很重要的。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靈）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這是我們屬靈的

需要，與那惡者有關；我們求主救我們，不落在撒但的權勢下。今天

我們生活在一個敵視我們的世上，我們是客旅，是寄居的；但叫我們

心中實在得著安慰的，乃是我們的神是至高、全能的，祂統管萬有；

雖然地上滿了敗壞罪惡，我們卻知道，沒有我們的父神的許可，沒有

任何的事會臨到我們。有些時候，我們會很冒失，以為自己站得穩，

過於自信，自以為是，以為自己可以受得起任何試探，結果就大意了。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需要謹慎，免得跌倒。」（林前 10：12）我

們禱告說：「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是要我們裡面謙卑，不要自以為

是，要有自知之明，認識在我們的肉體裡面沒有良善，又認清人的本

相，我們就向主祈求，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免得我們跌倒。因此，這

樣的禱告是必須的，叫我們不過於自信。感謝神，祂管理一切；祂垂

聽我們的禱告，叫我們得以免去許多不必要的試探。在我們要受一些

必要的試探時，祂會保守我們脫離兇惡，叫我們能忍受一切，並且站

立得住。祂讓我們受試探的時候，祂在我們裡面，祂已經賜下夠用的

恩典，叫我們能得勝有餘。 

 

2、為萬人禱告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

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這是好

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提

前 2：1-4） 

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乃是表示我們在禱告上應該多方

面的向神祈求。為萬人來懇求，不單是使我們可以平安無事地度日，

更是盼望萬人得救、明白真道。主耶穌快要回來，趁著白日，還可作

工，我們要常常為身邊尚未信主的人禱告，並努力傳福音給他們。 

 

3、為聖徒禱告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弗6：18) 

黑夜已深，撒但用盡牠的方法去攪擾、引誘、攻擊神的兒女們；所

以我們要靠著聖靈儆醒不倦，隨時多方的為眾聖徒禱告，免得神的兒

女們落在撒但的欺騙裡。儆醒不倦的留意肢體們的情況，為他們禱告；

盼望他們能站立得穩。 

 

4、為自己禱告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彼前4：7） 

萬物的結局近了，我們更要為自己警醒禱告，可以謹慎自守，免得

我們入了迷惑。 

求主幫助，使我們不單知道禱告的原則；更在禱告的事上好好學

習，為萬人禱告，為聖徒禱告，也為自己禱告。天父啊：願人都尊祢

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結語 

「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他的人』；

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

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

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2：

19-21） 

過去一年，藉著舊約的會幕及其中的一些器具，與大家交通了我們應

該怎樣作一個見證的器皿，將主的生命之道見證出來。但願我們都成為合

乎主用的器皿，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 陳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