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禱 告 聚 會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戶外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詩歌分享  

5：00 pm 
喜 樂 團：查經（二）  

仁 愛 團：相交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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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真神  

成 年 慕 道 班：罪從何來？  

信徒造就信仰組：因信稱義  

信徒造就生活組：禱告生活（查經） 

聖 經 概 論 班：舊約–摩西五經 

專    題    班：主在世最後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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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吳錦明  

  領詩：陳梓揚  

司琴：唐嚴佩堃  

張志輝  

黎潔雲  

唐更生  

李陳燕珠  

張立謙  

魏楊淑薇  

張文浩  

阮桂開  

唐更生  

莊德栓  

張志輝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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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全年學習主題「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林前15:58） 

2019-2020 讀經計劃 

3/2（日） 4/2（一） 5/2（二） 6/2（三） 7/2（四） 8/2（五） 9/2（六） 

出 17-18 出 19-20 出 21-22 出 23-24 出 25-26 出 27-28 出 29-30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請記念 2月 17日的新春佈道會，求主預備弟兄姊妹的心志、在

各樣的服事及邀請福音朋友上同心合意擺上，把人帶到主面

前，讓主得著更多人。 

二、 為著教會的主題學習代禱，好讓我們在新的一年能更好追求

主，被主得著，好能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叫神的心得喜悅。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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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求主施恩扶持。 

 

聚會報告 

一、 教會定於二月十七日(主日)上午十一時正，有新春佈道會，請

弟兄姊妹為聚會及各樣服事禱告，並盡早邀請親友參加。福音

單張已預備，歡迎弟兄姊妹取用。 

二、 另外，教會預備了為福音朋友代禱的代禱便條，弟兄姊妹填寫

後，可投入副堂報名表的信箱內。 

三、 本週二晚禱告聚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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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的人生                            詩歌：296 首 

經文：箴十 22；詩一 1-6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

的盡都順利。 

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粃被風吹散。 

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的會中也是如此。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英譯：Blessed is the man who does not walk … or stand … or sit …】 

詩篇第一篇為整卷詩篇的序詩，因為它論到兩種不同的人生：一是

有福的，另一是有禍的。人若想要使他的人生成為一首美麗的詩篇，

必須要明白什麼才是蒙福的途徑，並且要實際地在這條途徑上前進。 

A. 有福人生的基礎-他有蒙神喜悅的人生態度 

消極方面：抗拒罪惡 

1.  認識罪惡的可怕： 

    「計謀」- 心中的惡念 

    「道路」- 實際的行動 

    「座位」- 自我來掌權 

2.  抗拒罪惡的力量： 

–靠神而有，由新生命和聖靈而來，有了新生命便能對罪產生

必然的反應--「不」。 

–不是從修養而來，也不是靠天生的本能。 

3. 抵擋罪惡的堅決： 

–三個「不」字（不從…不站…不坐…），表明抗拒罪惡的態

度是堅決的。 

 

積極方面：喜愛神的話 

1.  愛慕：從心底的渴求，靈裡的需要而產生的傾向 

2.  思想：「晝夜思想」，不僅指日間夜間都思想，也是指我們在人

生旅程的不同境遇中都思想神的話語。 

3.  遵行：要走上和實踐，不要像文士，雖精通卻不實行。 

B. 有福人生的真義 

1.  生命的歸屬    「栽」：有主人 

2.  生命的供應    「溪水旁」：有供應 

3.  生命的分享    「按時候結果子」：有分享  

4.  生命的健壯    「葉子也不枯乾」：有美德  

5.  生命的堅強    「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有亨通 

主耶穌親自引證 （路加福音十一 27-28） 

「耶穌正說這話的時候，眾人中間有一個女人大聲說：懷你胎的和乳

養你的有福了！耶穌說：是，卻還不如聽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以弗所書一 3-7） 

1.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2.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3.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

兒子的名分 

4.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總結： 

我們看見神已經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我們

得著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甚願我們活出一個有福的人生，被父神

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出生命的果子，叫父神得榮耀。 

    

□ 鄧柏欽  



16 世紀，神在德國興起了馬丁路德，把教會從黑暗裏帶回到神

話語的光中。17 世紀，神在英國也興起了以撒華滋（Isaac Watts 1674

－1748）藉著詩歌，改變了神兒女們對屬靈事的興趣。這首詩歌正是

這位被稱為「英國聖詩之父」以撒華滋的作品。 

以撒華滋的父母為虔誠的清教徒。四歲時父親就開始教他拉丁

文，不到十歲，他就已學會了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和希伯來文。

他的母親則帶領他讀聖經，給予他在聖經上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1702 年，當他在馬可巷的教會牧養神兒女的時候，有感教會中

所唱的詩歌，十分單調，未能引起信徒敬拜之心。在父親的鼓勵下，

他很快就根據啟示錄第五章，寫下了第一首詩歌「看哪榮耀的羔羊」

（Behold the Glories of the Lamb）。並且大受會眾喜愛。到 22 歲時，他

已有作品 110 首之多。1707 年，更出版了一本《聖詩集》。 

以撒華滋所寫的詩歌非常多，但在他所寫的許多詩歌中，最能

摸著人心乃關於基督十字架救贖大愛的詩歌。 

這一首「我每靜念那十字架」，據說是源於一個寡婦的動人故

事。那寡婦含辛茹苦的養大了三個兒子。大兒子蒙召到非洲傳道，

可是沒多久便被土人殺死。隨後二兒子也回應主的呼召，再往非洲

去，卻也遭殺害了。小兒子同樣接受天召前往，遭遇和兩個哥哥相

同。她的親友問她：「你三個兒子都為福音而殉道了，你懊悔嗎？」

那寡婦說：「我很懊悔，因我沒有第四個兒子可獻給主。」並禱告說：

「主！如果宇宙都歸我手，盡以事奉你我仍覺可羞」。以撒華滋聽聞

此事，深受感動，於是寫成了這首詩歌。當英國威爾斯大復興時，

幾乎每處聚會都聽見這首詩歌，唱的或聽的，都被基督十字架的大

愛感動至熱淚盈眶。 

在倫敦某次叨雷(R.A.Torrey,1856－1928)的佈道會上，領詩的查理

士·亞歷山大(C.M.Alexander)獨唱此詩，第三節還未唱畢，眾人都淚流

滿面，緩步走到台前，認罪悔改，接受基督為救主。 

但願基督十字架的大愛今天仍然感動我們的心，使我們也甘心

再將自己獻給祂。 

 
 

每日靈糧 
倪柝聲弟兄信息摘錄 

 
 
2月 3日 
 某城裏有一個官，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裏有個寡婦，
常到他那裏，說，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給我伸冤。（路十八 2-3） 
 我們相信主耶穌的人，是站在主這一邊，因此我們自當認定主
的對頭就是我們的仇敵。而主的對頭撒但也一定不會輕易放過我
們，不與我們敵對。既然撒但認定主耶穌是牠的對頭，牠也就不會
不把跟隨主的人亦看作眼中釘。 
 這種敵對的情形，日深一日。我們的對頭如此強大，而我們就
像寡婦一樣，又可憐，又無望。牠竭盡所能壓制我們，累得我們損
失慘重。我們在撒但手中吃虧受苦，受脅制的光景難以盡述。如果
我們不能伸冤得直，所受的傷害就永遠難以痊癒。所以必須像這寡
婦，常到神那裏，求伸冤。可惜很多神的兒女們仍然對撒但的壓制
毫無警覺，真是可憐！ 
 
 
2月 4日 
 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
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太十三 45-46） 
 珠子代表教會的美麗。教會的美麗是主的裝飾，人看見這個美
麗，就會稱頌主。 
 珠子的形成構成一個動人的故事。能產生珍珠的是海洋裏某種
軟體動物，長相平凡。這象徵教會是從那極其謙卑的基督而出。這
種軟體動物，會對甲殼裏的沙塵或其他外來的東西，自然分泌出一
種光滑亮麗並彩色繽紛的液體去包圍它，所以動物本身在珠子形成
的過程中受了不少痛苦。珠子圓渾與否，全視乎那動物本身的柔軟。
動物體內愈柔軟，珠子就愈圓渾。我們的基督對教會實在是何等溫
柔體貼啊！ 
 



2月 5日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來九 22） 
 在關乎罪得赦免的事上，人可能以為只要盡力行善就可以了。
但是他不能想像他要作多少年的善事才可以辦得到。亦有人認為他
只要繼續不斷地禱告，一直到他感到裏面有平安就行了。可是，我
們必須指出，這一切的努力只是他們自己出的主意，是自己要作的。 
 我們知道，我們不能用好行為來補償所犯的罪，因為行善是我
們的天職。我們也不能因罪申訴，不斷禱告，祈求神直到我們把過
犯都忘掉了，叫心裏恢復平安。要叫罪得赦免，得潔淨，唯一的方
法是藉著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只有主耶穌的寶血能解
決我們的罪的問題，是祂的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壹一 7）。我們
相信嗎？ 
 
2月 6日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
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弗一 4） 
 哦，這個恩召何等偉大！如果你從來沒有失敗或是軟弱，你可
能就不會領會這個呼召的獨特奇妙。但是，你若對自己的軟弱，自
己的不中用有所認識的話，你必定會感到這恩召是何等寶貝。你會
說：「感謝神，你呼召我，使我聖潔、無有瑕疵！你要叫我像你一樣
的完全！」讚美主，有一天祂揀選我們的目的會完全實現。不管我
們現在是如何軟弱無用，該受責備，有一天，神要把我們帶到祂面
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像祂自己一樣。這是祂揀選、呼召我們
的目的。祂既然是已經這樣定意，事就必然成就。 
 
2月 7日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
給他們。（太廿五 14） 
 這是給僕人們一個考驗，因為主人在的時候，僕人們可能很忠
心，但是只有主人不在的時候，才能驗證他們是否真正的忠心。這
個主人把家業交給僕人們去管理，我們今天也是一樣，主把祂的產
業交給我們，現在我們正是在服事那位眼睛看不見的主。 
 在馬太福音的記載裏，主並沒有指教僕人們怎樣去管理主人的
家業。主是願意我們去尋求祂的旨意，然後跟著去作。誰知道主的
旨意並跟著去作的，就配得賞賜。沒有明明交代僕人怎樣去作，才
是真正的考驗。 

2月 8日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彼後一 3） 
 雖然我們在聖經裏找不到「事實」這個詞，但是我們在神的話
裏面發現許多已經成就的事實。關乎神的應許，如果我們不求，或
者不能配合裏面的條件，神的應許就有可能不會實現。但是，就算
我們不求，神要作的事實，不會因此就不能在我們身上出現。既然
那已經是事實，就不在乎我們去求。神從來沒有要求我們必須要作
甚麼才可以得著祂要作的事實。我們只需要相信那個事實，就必得
著。神的應許可能會遲延，但神絕不會扣留祂要作的事。只要我們
接受了這些事實，就絕對不可能還要等幾年以後，神才將那要作的
事賜給我們。所以神所已經完成，又已經在基督裏給了我們的，絕
對不會推遲到將來才成就。 
 
2月 9日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弗六 18） 
 若要我們的禱告真正有功效，就必須好像撒網一樣。這是甚麼
意思呢？意思是我們必須多方禱告，好叫不漏掉任何一件應該代求
的事，不要錯失任何一件。沒有這樣撒開的「禱告網」，我們就不會
有好的果效。懂得禱告的人，總會在神面前完全傾心吐意，會用各
樣的禱告包圍所有代求的事項，如同張開網一樣，好叫仇敵無所施
其技。今天我們的禱告太鬆散，不夠緊密。雖然話語很多，但禱告
不夠周密，以致仇敵有隙可乘。但是如果我們的禱告像張網一樣，
仇敵就找不到破口侵襲。這樣，我們在神面前的祈求就有果效。 
 
擘餅記念主詩歌，作者與寫詩背景 

我每靜念那十字架 —第 129首 

一. 我每靜念那十字架， 
並主如何在上受熬， 
我就不禁渾忘身家， 
鄙視從前所有倨傲。 

 
二. 願主禁我別有所誇， 

除了基督的十字架； 
前所珍愛虛空榮華， 
今為祂血情願丟下。 

三. 看從祂頭！祂腳！祂手！ 
憂情慈愛和血而流！ 
那有愛憂如此相遘， 
荊棘編成如此冕旒？ 

 
四. 假若宇宙都歸我手， 

盡以奉主仍覺可羞； 
愛既如此奇妙深厚， 
當得我心、我命、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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