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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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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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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及初在職團契：福音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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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年 初 信 班：分組            

成 年 查 經 班：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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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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日） 25/3（一） 26/3（二） 27/3（三） 28/3（四） 29/3（五） 30/3（六） 

申 12-13 申 14-15 申 16-17 申 18-19 申 20-21 申 22-23 申 24-25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教會的福音工作禱告，其中特別為著是否能進一步參與李賢

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求主帶領及顯明祂的心意。 

二、 為著本週六（三月三十日）大專及初在職團契的福音茶座禱告，

求主使用這聚會得著更多青年人，也請記念各項服事。 

三、 為受浸聚會各項服事禱告，求主管理，讓清楚得救者作公開的

見證，叫主的名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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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定於六月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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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卅

一日），請注意在報名時把得救見證一同交付。 

二、 下主日（三月卅一日）早上有見證交通聚會，今次的主題為「詩

歌分享」，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 

三、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二十章 

四、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分享第一季的課堂學習(合班)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彼此成全                          詩歌：478首 

經文：書十五 13-19；弗四 11-12、16 

 

這個發生在約書亞記中的家庭故事，在士師記第一章原原本本覆
述一次。我們知道，約書亞記的信息是「得業」，士師記是關乎「守
業」，這事與得業、守業都有重要關係。這故事有三個主角：迦勒、
俄陀聶、押撒，他們合演的戲劇，給我們什麼教訓和提醒？我將自己
所想到的，跟大家有一點分享。 

 
都說女兒是父親心頭肉，誰不想選個好女婿，讓女兒出嫁後可以

享福。攻佔迦南的戰爭尚未結束，這時候，把女兒嫁給一個時常在戰
場上出生入死的勇士，豈不天天擔驚受怕？那時迦勒已經 85 歲，他
在埃及受過奴役，在曠野飄流數十年並多年參加征服迦南的戰爭，深
曉得以色列的仇敵又多又強大又頑固，而神的百姓因不信一再背逆，
得罪與他們同在的神，要保守所得的產業不至於很快就失去，以色列
需要許多忠誠英勇、肯為國捐軀的勇士。他提出將女兒許配攻取底壁
的人，乃為國求賢，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成全這人。在迦勒心裡，
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遠遠超越個人小家庭的利益。這種心志神喜悅，
樂意成全。 

 
不少弟兄姊妹覺得教育兒女很失敗，我看不在教育方法，也不能

歸咎於時風日下。最大的錯，在於我們對兒女的期望，一開始就偏離
神的心意。為了加強他們將來的競爭能力，勉強孩子學這學那，讓世
界將它的事物、觀念，隨意灌輸孩子的心。基督徒的兒女，竟不曉得
父母和他都是神的子民，甚至心裡連神國的觀念都沒有。小時候我們
關切他的學業，長大我們關心他的婚姻，心中理想的是甚麼樣的人，
我們會向神禱告，求的是這危險時代中肯為神的國度擺上的人？我們
肯將女兒嫁給像俄陀聶這樣的弟兄嗎？  

 
底璧不易攻打，俄陀聶因戀慕押撒的美貌嗎？聖經稱讚不少女子

容貌俊美，卻未提押撒，想來她頗為普通。那是俄陀聶看上迦勒的地
位財富嗎？也不是。那一塊田，不是俄陀聶想要的，乃他妻子勸他向
岳父要的。俄陀聶喜歡作迦勒女婿，因他欽佩迦勒勇敢，對神忠誠，
英雄重英雄，希望有更多機會跟迦勒同工，一同為耶和華爭戰，報效
自己的國家民族。(這心意跟大衛喜歡作掃羅的女婿一樣)。 

 
據說絕大多數男人，年老後悔一生錯過許多機會。我看基督徒也

是這樣，神給他不少見證和事奉機會，他一次又一次擦肩而過。攻打
底壁時，俄陀聶尚年青，就曉得抓住時機奮勇殺敵，贏取冠冕。神抬
舉這位少年英雄，立他為以色列第一位士師，藉他的手拯救百姓脫離
米所波大米的王古珊利薩田轄制，給百姓帶來四十年太平。 

 
今日有股風氣甚叫人驚訝，男人追求柔弱美。男兒的美，當是正

義、剛強、慷慨，敢於承當、不怕犧牲。神兒女的美當如主的精兵；
「白富美」遇上仇敵攻擊，只能束手就擒。俄陀聶為神的國爭戰，神
給他的賞賜何等豐厚：得勝的冠冕、才德的妻子、美好的產業、神的
靈充滿、士師職份，聖經中美名，後代聖徒信心榜樣…。他沒有求的，
別人為他求；他所需要的，神為他預備，神給他冠冕作迎娶押撒的聘
禮，這麼貴重聘禮，誰拿得出？  

 
若以肉體眼光看押撒，夠可憐的，被父親當作獎品，賞給勝利者。

換作信心眼光，就會看見她是個信而順服的人。這個女子有為民族獻
身的精神，她完全順從父親安排，因知道迦勒這樣作，是為著神的國。
神怎樣報答她呢？叫她得著一個肯為她捨命的丈夫，並叫她的信心愛
心顯出美好功效，成為才德婦人的一個典型。她不為自己求黃金、不
為丈夫求權位，只求田地和水泉。她甘心用手作工，並不喫閒飯，丈
夫心裡倚靠她、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押撒就是那家
庭的上泉下泉，屬天與屬地的福氣，源源不斷從她流入。這個有信心
的女子，使她的神、她的父親、她的丈夫、她的自己，都得著榮耀稱
讚。 

 
使徒勸勉信徒要在善上聰明，要懂得甚麼樣是好男人。喜愛公

義、恨惡罪惡，那人必是神所喜悅的。選擇神喜悅的人嫁給他，你信
神是信實的，就相信自己必後福無窮，且得許多事奉神的機會。有人
覺得姊妹在教會服事，受諸多限制，不要忘記，教會中最重要的事奉
乃是禱告。一個禱告常蒙悅納的女人，其功用一點不在一個傳道人之
下，哈拿帶給以色列的祝福，不是比以利重大的多嗎？押撒順服父
親，她向父親所求的，無不蒙應允；迦勒還主動問女兒要甚麼。未婚
的姊妹順服神的心意擇配，已婚的姊妹順服聖經的教導，順服自己的
丈夫，她們的禱告就如活泉，帶給這裡神的產業豐富的供應。 

 
弗 4：11-12 說，教會中有恩賜職份的，要有責任成全眾聖徒，

16 節又說，不光他們，每個肢體，父老、少年人、小子，都要聯絡
配搭，彼此相助，一同來建立基督的身體，好叫自己也在其中得著建
立。 

 



迦勒率領猶大支派與西緬支派，攻打迦南南方諸城，最難是希伯
崙，那裡有三個亞納族的族長，都被他趕走、殺掉。迦勒完全可以乘
勝攻下底璧，提出「戰場招婿」，目的要成全年輕一代。當神將祂所
揀選的器皿顯明出來後，他就盡力扶持俄陀聶，成全他，不但應允他
所求的，更藉著女兒，將更多更大的好處給他們。 

 
押撒奉獻自己，成全父親的心願。婚後，她以勤勞智慧經營家庭，

讓丈夫可以專心以色列國事。後來俄陀聶成為以色列的拯救者，押撒
的服事功不可沒。小子有信心，也能成就大事，強如迦勒、俄陀聶，
也需要押撒成全。 

 
俄陀聶少年英雄，為以色列爭戰，打了大勝仗，沒有驕傲自大，

照妻子的意思，謙卑向迦勒求一塊田。他成全別人，也接受別人的成
全，後來證明，這年輕人的屬靈前途，非常美好廣大。 

 
他們三人為甚麼樂於彼此成全？因為他們都寶貴神的產業、愛神

的國、愛神的民。甚願這裡的弟兄姊妹，人人都有這樣情懷。年長的、
在主裡多有學習多有經歷的，熱心成全年輕人，全力鼓勵、支持他們，
讓他們在事奉、爭戰中多有實際訓練，使神的教會早早得著合用的工
人、戰士、接棒人。就是覺得自己軟弱，也不要安坐等別人來造就，
來成全，你可以用愛心的禱告，幫助走在前面，在事奉和爭戰中的父
老、少年人。作父母的存心成全兒女，作妻子的存心成全丈夫，在教
會弟兄姊妹存心彼此成全。如此，神的家、自己的家不可能不興旺，
神也能在我們中間得著基督精兵，得著合祂使用的時代器皿。 

 
我曾在 A 教會，聽見一班年輕人說，他們很希望到 B 教會聚會，

覺得那邊有造就。後來到 B 教會，聽到一班年輕人說，他們希望到 A
教會聚會。弟兄姊妹，神把我們放在這裡，豈是隨意的嗎？這裡難道
不是神的國嗎？在這裡真的得不著造就嗎？為甚麼不起來彼此成
全，豈不知基督的身體得以建立，我們自己也在愛中得以建立嗎？我
看見國內許多鄉村，只剩下老年人，年輕的都跑到城裡發展；有的地
方，怕田地荒了，要雇外鄉人耕種。想到自己所在的教會，會不會有
一天要靠別人來牧養，弟兄姊妹有難處，要到處去請援兵？我們若不
起來彼此成全，產生不出俄陀聶啊！ 

 
主教我們禱告「願祢的國降臨。」今天神的國度就是教會，若不

愛教會，那日，神的國大力能力、大有榮耀降臨時，我們可以坦然進
去嗎？ 

□ 游國榮 



3月 29日 
 我自出母胎就歸神作拿細耳人。若剃了我的頭髮，我的力氣就
離開我，我便軟弱像別人一樣。（士十六 17） 
 
 參孫是個大有力氣的人，他的力氣來自他的頭髮。一旦頭髮給
剃掉，他就失去力氣。他的頭髮為甚麼能使他這樣有力氣？我們要
記得，參孫的頭髮是拿細耳人的頭髮。在聖經的時代，拿細耳人是
完全奉獻給神的人。可見真正的屬靈能力有多少，全視乎向神的奉
獻有多徹底。如果我們的奉獻只限於表面，我們就會像癱瘓的人一
般，全無力氣。假如我們向神的奉獻是絕對的，我們就必得著能力。
所以不管我們如何去尋求，一定要常常記著，得能力的條件乃是在
乎人的奉獻。 
 
 
3月 30日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十八 1） 
 
 我們必須除掉那錯誤的觀念，以為神非常不願意馬上應允禱
告。恆切禱告的意思是這樣：你一弄清楚神的需要，就要繼續禱告。
為甚麼主不立刻應允？為甚麼祂拖延長久？原因最低限度有二：
（一）對於神所關切和顧念的事情，神要等待祂的子民有完全的反
應。（二）有時是為了某種的必要和環境的因素─因為撒但築起了堅
固的營疊，結果就需要加強禱告去摧毀它。 
 
 
 
 

 

 

 

 

 

 

 

主說： 「你要大大張口，我就給你充滿」 

主給我們的使命：「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給萬民聽。」(可十六 15) 「這天國的福音要
傳遍天下，向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馬太二十四 14)。主再來的日子非常近，我們應遵從主的吩咐，趕快
傳福音，完成主的使命。感謝主！讓我們有份於這個歷世聖徒共同
組成的偉大團隊，可以承接福音火把的最後一棒。 

主讓我們在葵芳聚會，就是要我們在這裡作衪的見證，傳揚福

音，造就聖徒。在福音工作方面，現時除了有適合不同年齡的慕道

班和福音聚會外，又獲接納在兩間護老院有探訪服事，關心長者。
此外，主給我們負擔，進一步加強學生的福音工作，求主預備合用
的器皿和工場。按著主的吩咐，教會不但要在本地傳福音，也應關
注福音傳遍天下，向萬民作見證的逼切需要，求主給我們更強的負
擔和學習，其中在印度服事主的歐思定弟兄(Austin)與林惜雲姊妹
(Feyon)夫婦，他們和一起工作的團隊，現時已建立了一所學校和一
間社區會堂，極需更多的代禱、關懷和支援。這一切都不是可靠用
血氣能力去處理，必須同心仰望，向主求、向主要。主有恩典、憐

憫，來自主的托付，主必負責，並有豐富的供應。 

主說：「你要大大張口，我就給你充滿」(詩八十一 10)詩中提醒

以色列人神的偉大和所行的神蹟：那不但是歡樂的時刻，更是支取
屬靈爭戰力量的時刻。以色列人的經歷也是信徒的見證，神將我們
從罪惡中拯救出來，又打敗轄制我們的惡魔，叫我們作神的兒女。
現在，神呼喚我們，只要向祂大大張口，便滿滿傾倒給我們。感謝
主！今天我們就向主張口，發表對主的渴慕，負擔和需要。我們對
神應有大的信心，一點不疑惑，在神的旨意裡多向衪祈求，就多得

著。 

傳福音是屬靈的爭戰，把人從黑暗罪惡裡拯救出來，與聖徒同

得天上的基業。仇敵卻不甘心，必定反抗。禱告是最有力的屬靈兵
器，因此，盼望更多弟兄姊妹能參加教會的禱告聚會，同心合意禱
告，捆綁仇敵、奪回人的心思；靠著聖靈的大能，攻破仇敵的計謀
和營壘，釋放人的靈魂。我們既在這歷史時刻蒙揀選，與神同工，
就當竭力，準備好自己，遵行衪的托付，站穩主的見證，歡歡喜喜
迎接主的再來。 



 

 
每日靈糧 

倪柝聲弟兄信息摘錄 

 
3月 24日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裏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
神的奧秘。（林前二 1）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天賦的才能─有人多一些，有人少一些。開
始的時候，我們會靠自己天賦的才能，去宣揚自己經歷過的十字架
救恩，期望聽眾會同意我們的見解，分享我們的經驗。但是他們卻
冷冰冰的沒有反應，叫我們大失所望。我們沒有看清楚自己對十字
架的經歷還是那麼膚淺。而且自己天然的才能早該與基督同埋葬
了。等到我們發現這些倚靠天然能力所作的只能一時取悅於人，並
不能把聖靈實際的工作輸送到他們心中的時候，我們才會承認自己
美好的天賦與才能是何等的無用，才知道何等必須迫切的尋求那更
高的天上的大能。 
 
3月 25日 
 要把杠穿在櫃旁的環內，以便抬櫃。（出廿五 14） 
 
 在約櫃的四腳上，有四個金環，用金包裹的皂莢木所作的兩根
杠，穿在環內以便抬櫃。那兩根杠一直穿在櫃旁的金環內，不可抽
出來，表示隨時約櫃都會給抬出來。因此約櫃有兩種用途：一方面
是敬拜的中心，放在至聖所內神與人相會的地方。人要敬拜神，就
必須到約櫃前去敬拜，不然就不能去敬拜神。另一方面，約櫃是給
神的子民指引；約櫃起行，以色列民就要跟隨。他們不能任隨己意
走路，必須跟著約櫃的指示。這是象徵基督如何指引我們走前面的
路。 
 
3月 26日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 7） 
 

 不要以為瓦器裏所有的並不多，（保羅是用瓦器代表我們的肉
身）。保羅所寫給哥林多信徒們的第二封書信，就說到在我們這些瓦
器裏，藏有極大的寶貝。我們真的相信嗎？ 
 
 神的兒女都該知道，在他們重生的那一刻，他們所得著的。相
信接受主，可能只需一刻工夫，但在這一刻以後，要發現這寶貝所
帶來給我們的一切，就還要花三、四十年的時光。神的兒女，沒有
一個能完全領會，在得救重生的時候神所賜給他的是何等豐富。只
要能領會一點的人就有福了。 
 
3月 27日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
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林後四 6） 
 
 神的靈和神的話主要的工作，是把光照到黑暗裏。罪使人的心
思落在昏暗中，叫他不能知道自己的處境何等危險，前面等候他的
是滅亡。從屬靈的觀點來看，他完全在黑暗裏，甚至不知道他需要
一位救主。他的感情和理智都不能給他光照。但是，神的光現在來
了，一直照到他心裏，實際照在那遭災毀壞了的情況裏，叫人看見
自己墮落的光景。情況依舊，只是黑暗給驅散了。在光照下所顯露
的，沒有一樣可以滿足神的心。神的光怎麼樣照亮以前黑暗的世界，
照樣，神的基督現今照亮罪人那昏暗了的心。 
 
3月 28日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
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十二 26） 
 
 比方說，有一個人裝上義肢，那義肢看上去可能好像和另外的
一條腿一模樣，可是它卻沒有生命，因此沒有身體上的感覺。當其
他的肢體受苦，這人工加上去的腿不會有任何感覺；又當其他肢體
舒暢快樂的時候，這條人造的腿也沒有舒暢的感受。所以能與其他
的肢體分享同樣的感覺，是因為同有一個生命。 
 
 生命是不可能仿造出來的，也沒有那個必要。只要真正有生命，
就不用裝假；如果沒有生命，也沒有可能裝假。一個認識基督身體
的基督徒，一定和其他肢體同有那身體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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