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廿四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詩歌分享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専題 -隱密處的生活  

5：00 pm 
喜 樂 團：傳福音的操練  

仁 愛 團：詩歌簡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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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見證  

成 年 慕 道 班：真正的福樂  

信徒造就信仰組：  

信徒造就生活組：  

專    題    班：  

聖 經 概 論 班：新約—福音書（耶穌生平選讀） 

恩   慈   團：互為肢體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陳景聲  

  領詩：吳錦明  

  司琴：陳梓揚   

梁耀明  

李潘笑慧  

李嘉齡  

阮黎萃華  

陳顥泓  

凌妙容  

梁立勤  

梁景法  

呂思誠  

梁耀明  

譚樹恩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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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三十二卷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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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日） 29/4（一） 30/4（二） 1/5（三） 2/5（四） 3/5（五） 4/5（六） 

路 4-5 路 6-7 路 8-9 路 10-11 路 12-13 路 14-15 路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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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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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為著教會的各班主日學禱告，求主使用各班的主日學，使我

們得著造就，也請記念各班的服事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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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三（五月一日）有兒童主日學的親子日營，請已報名參

加的家庭於當天早上八時四十五分在聚會所集合。 

二、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廿四章 

三、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專題  全人的救恩—  

基督徒情緒壓力面面觀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屬靈的經歷—安息             詩歌：210首 
經文：創二 1-3；來四 
 

屬靈經歷對基督徒非常重要的，若忽略了就失去神在基督裏賜給

我們的豐富。始祖亞當被造時，神給他的第一個經歷就是安息。創世

記第一章說亞當在第六日被造，到第七日神安息了。所以亞當被造

後，第一天就享受神的安息了。 

 

安息―歇下一切的工 

  創世記第二章說明，神歇下一切的工，就安息了。安息就是把所

有工作放下。 

 

安息的條件―工作完畢 

  神能夠安息，因為祂一切工作已經完畢，這是安息的條件。 

 

真實的安息―安息於神的工作裏 

  今天，人都盼望能安息，可惜許多時候，工作後的休息是暫時的，

假期之後仍有許多工作等着完成。其實，真實的安息是安息於神的工

作。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說「成了」，就是祂已經完成了救贖之工，我

們因信進入祂裏面，就能安息了。 

 

人因犯罪失去安息 

  起初，亞當是活在神的安息裏；但他喫了神所吩咐不能喫的分別善

惡樹的果子，當他聽見神的聲音就害怕了，表明他因犯罪失去了安息。 

 

身體不安息―終身勞苦 

  人犯罪之後，先是身體不安息了；地因亞當的緣故受咒詛，人要

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喫的。（創三 17） 

 

靈裏不安息―敬畏鬼神 

  更甚是人的靈也不安息了，所以人會敬畏鬼神，胡亂的拜偶像，

因為人的靈裏沒有安息。 

 

 

魂不安息―意念心思空虛混沌 

  因靈不安息，使人的魂也不得安息，魂裏的心思意念變得極深（詩

六十二），成了不能測透的，又是空虛混沌。 

 

身體的安息―安息日，安息年，禧年 

  神為要拯救人，就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為奴之地，把他們帶到

曠野；宣佈誡命，要他們守安息日，工作六日，第七日不要工作，可

以安息了。而且不但有安息日，也有安息年，六年可以耕種，第七年

整年不用耕種。七個安息年之後，再加上一個禧年，又是不必工作的。

這些都是要人的身體享受安息。 

 

靈裏的安息―重生的靈 

  身體的安息還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神為人預備了救恩，藉着耶

穌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人的靈藉重生，就在神面前不

再懼怕了。 

 

魂裏的安息―信心的果效 

  神的拯救更是魂的救恩（彼一 9 原文），是藉我們的信心而得着。 

 

竭力進入安息 

  希伯來書第四章告訴我們，神已經預備了真實的安息給我們，但

須要我們用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要藉信心竭力進入安息，就是相

信神已作成一切，我們只要竭力不作工，安息於祂的工作裏。 

 

  進入安息的路徑，是藉信心相信神的話，並且靠着那位已經升入

高天尊榮的大祭司，我們的主耶穌，坦然無懼的到施恩座前。只要我

們持定所承認的道，就能得到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這就是安

息的經歷。 

             □ 馮貴滿 



5月 2日 

 求你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容這罪轄制我。 
（詩十九 13） 

 大衛的詩篇這節經文，說出在神面前有兩種罪：一種是背逆的
罪，另一種是任意妄為的罪。不去作神吩咐你要作的，就是背逆的
罪。我們都知道這種罪可惡，都極願脫離它。但請留心，除了背逆
的罪，還有任意妄為的罪，就是作神沒有吩咐我們去作的。 

 在神的旨意以外自作主張，就是任意妄為，你知道嗎？沒有神
的吩咐而自己去作，同樣是得罪神。如果我們沒有主的吩咐而自作
主張為祂作一點事，盡管自以為那件事作得甚美，在主面前那仍算
是罪。大衛的禱告，是求耶和華神保守他，不犯任意妄為的罪。 

 

5月 3日 

 燈台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祂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
雪…（啟一 13-14） 

 聖經提到人失敗而發生改變的時候，就說他的頭髮變灰色斑白
（參何七 9）。我們的主卻沒有一根灰白的頭髮。另一方面，箴言書
說：「白髮是榮耀的冠冕。」（十六 31）。因此，白髮表示優秀、榮耀
和高壽；白髮也表明聖潔，因為在以賽亞書裏，神應許洗淨人的罪，
它就變成白如雪，又如羊毛（賽一 18）。當我們想起我們的罪如何得
洗淨，變成雪白，就如主的頭髮一樣白，我們就必希奇主的恩典是
何等的大。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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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六 18） 

 我們都知道，前面若有危險，我們就會儆醒。如果沒有危險，
也沒有四面受敵，我們就沒有必要儆醒。所以在禱告祈求的時候，
我們必需儆醒。我們要排出時間來禱告，如果要等到有空才禱告，
就永遠不會有機會。若要為人代求，或要在禱告的生活上進步，就
必須騰出時間來禱告，然後緊密防守並堅持這段時間，為這個禱告
時間擺上祈求，求主保守，好叫這段時刻不致於流失。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

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
候，還不知往那裏去。」(來 11:8) 

去年開始為加強教會往前的禱告，每月

首週二、每週三早上，以及第三週每月事奉交通聚會前都安排專一
的禱告聚會，學習為教會往前等候仰望神顯明祂的帶領，引導我們
往前走。同工們在禱告等侯中感覺主把拓展福音工作的負擔放在弟
兄姊妹心裡，特別在青少年和中學生中間的工作，故此這段時間同
工們也安排有不同方面的福音操練、福音茶座等，前面 12月更有學

生福音營。 

感謝神！衪又預備我們在過去一段日子得以到李賢堯中學參與

聖經課和團契聚會的安排。去年李賢堯中學更向我們提出，考慮更
進一步，把中一級各班的聖經課以及相關學生的褔音工作，委派一
個聚會點/機構專門負責。為此，我們在第三週每月事奉交通聚會提
出交通並經過弟兄姊妹禱告後，負責的同工已經就學校的邀請，把
我們從主所領受的負擔和感覺，與校長和相關負責的老師多番接洽
交通。4 月 11 日校方完成相關的內部審議，基本上認同葵芳家和另

一聚會點可以在學校進一步參與相關工作。至於實際上在 19/20學年
要如何開始有關安排，校方邀請我們稍後作進一步商討（註）。故此，
現階段我們仍然未清楚安排如何進行，到底主的引導如何具體開始。 

這段時間，我們裡面的感覺是，雖然目前仍不清楚前面服事的

路，但我們要如同亞伯拉罕一樣，學習跟上神的步伐。使徒行傳記
載，當亞伯拉罕還住在米所波大米的時候，榮耀的神就向他顯現，
呼召他離開所在之地，往神要引導他去的地方。希伯來書 11章 8節
記載，他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裡去。我們如今也好像亞伯拉罕

一樣，主雖然把拓展福音的負擔放在弟兄姊妹心中，但到底怎樣往
前走，我們還不知道。但就在此時，我們是否如同亞伯拉罕一樣，

雖然不知道不清楚，卻有一個願意相信，願意順服神的態度？ 

希伯來書 11章 8節說當神呼召亞伯拉罕的時候，他「就遵命出

去」！參考創世記 11 章約書亞記 24 章，我們知道當那些日子，地
上的人因被仇敵所迷惑，紛紛拜偶像離棄神，甚至建造巴別城巴別
塔公然對抗神。神呼召亞伯拉罕，就是要在黑暗的世代中有一個新
的起頭，得著屬乎自己的子民。我們千萬不要以為亞伯拉罕順服答



應神的呼召是簡單的事情，有信心結歷的人都知道這不是人按著天

然可以達到的。就著人的感受來說，即使他稍為等候一下，再多想
一想了解情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感謝神，希伯來書記載「亞伯
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是的，靠著神的恩典，雖然
「他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裡去」，但他卻遵命出去了。 

今天，盼望我們也一同到主的面前，為著往前福音的拓展一同

禱告神：求神顯明祂的心意，也預備弟兄姊妹有信而順服的態度，
無論主如何引領我們向前，我們都因信就遵命跟上神的步伐，像亞
伯拉罕一樣順服答應神的呼召往前，叫神的旨意得以成就！ 

註：負責的同工將於五月上旬再次與校方會面。 

 
 
 

每日靈糧 
倪柝聲弟兄信息摘錄 

 

4月 28日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太四 1） 

 從亞當到基督，相隔了差不多四千年。在這四十個世紀中，沒
有人能自稱是神的兒子。但到了那天，從天上有聲音發出來，說：「這
是我的愛子。」因此撒但要發動攻擊祂。事實上，撒但從來不會輕
易放過神的任何一個兒女，撒但常常攻擊他們。罪惡、世界、和環
境，都似乎要與神的兒女作對。但是，基督是我們的先鋒。 

 耶穌經歷了極大的試探，證明了自己是神的兒子，我們這些屬
祂的，豈能例外呢？基督所作的工，首要的就是證明自己是神的兒
子。因此，教會一開始就要承認基督是神的兒子。撒但傾盡全力，
都不能搖動這位神的兒子。我們若能站穩在這見證上，也就能得勝。 

 

4月 29日 

 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祂復活，因為祂
原不能被死拘禁。（徒二 22,24） 

 每一次默想到復活的事，就感覺到它的可貴。復活是死亡不能
制止的事，死亡不能禁制它。 

 從來沒有人進入死亡以後又能活著出來。人類歷史經過多少世
代，人人都死了，進入死亡以後，就被死亡所拘禁，不能再回來。
但是，有一個人曾經從死亡裏出來，這個人就是主耶穌基督。耶穌
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約十一 25 按原文譯）。祂是生命，
所以凡相信祂的，必永遠不死；祂是復活，所以凡相信祂的，雖然
死了，也必復活。 

 

4月 30日 

 所以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羅三 28） 

 今天教會對律法，有兩種相反不同的概念：（一）人得救是本乎
恩，而不是靠遵行律法。但為了要成聖，我們就必須守律法。（二）
人得救是本乎恩，不是靠行律法。所以在得救以後，我們無需守律
法，但仍得遵守恩典的命令。第二個概念才是正確。羅馬書的總意
思是：罪人不能靠行律法稱義；而加拉太書的主題是：沒有一個得
救的人，能靠遵行律法而成聖。這兩卷書信足以證明，稱義與成聖
都不是靠遵守律法。 

 

5月 1日 

 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
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太十一 29） 

 我們的主在地上的時候，一直保持柔和謙卑的態度。我們這些
基督徒，若要得著祂所說的這個安息，就必須作兩件事。第一，「你
們當負我的軛。」其次是：「學我的樣式。」軛是放在牛背上的木架，
防止牛隨意走動，使牠殷勤犁地。在猶大地，軛是由兩條牛一同背
著，不是只用一條牛耕地。軛是牛的主人放在它身上的，所以主對
我們說：「你們當負我的軛。」這個軛是神分給我們的，不是人，也
不是魔鬼給我們的。是神給我們而由我們選擇得來的。 

 凡神所指定給我們的，我們若接受過來，就必叫我們喜樂。我
若滿意，心裏就有平安。因為如果我沒有逃避神指定給我們的軛，
就沒有任何的事可以叫我們不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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