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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pm 
中學生團契：圑契樂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肢體相交 8 

5：00 pm 
喜 樂 團：生活組（ 11）―  早上戶外  

仁 愛 團：與石蔭家週六圑契合團聚會 +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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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慕 道 班：認識聖經  
成 年 慕 道 班：認識異端   
信徒造就信仰組：基督徒生活（五）  
信徒造就生活組：教會歷史  
專    題    班：作大丈夫（ 2019）  
聖 經 概 論 班：新約－使徒行傳及保羅書信 ( I)加拉太書  

恩    慈    團：靈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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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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1（日） 25/11（一） 26/11（二） 27/11（三） 28/11（四） 29/11（五） 30/11（六） 
伯 15-16 伯 17-18 伯 19-20 伯 21-22 伯 23-24 伯 25-26 伯 27-28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請繼續為香港禱告，奉主的名捆綁仇敵的工作，使香港的亂局

儘快平息，也求主讓人的心轉向祂，並保守神的兒女合而為一

的心。 

二、 為著教會的各團契聚會禱告，求主讓我們在肢體相交上有更好

學習，在主裡彼此扶持同走天路，也請記念各團服事的肢體。 

三、 為著教會的的福音工作禱告，包括：學校及長者的福音工作，

盼望更多人認識主並蒙主拯救。 

四、 記念新受浸的肢體，求主帶領這些新受浸的弟兄姊妹往後的追

求與成長。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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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二晚為禱告聚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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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起來建造吧﹗ 

經文：尼二 18；三 1-2 
 
回到香港，見到處都是破損，正切合我今天的主題：讓我們起來重建

吧﹗不但是重建外面的建築物，更是在人的內心，在個人、家庭及社會上。

願我們在尼希米記中得到幫助。 
 
有一間偏遠的鄉村教會，他們求神破壞他們當中禍害信眾的酒吧。結

果那間酒吧真是在一個暴風雨中被雷電擊毀，酒吧老闆為這事件告上法

庭，要求基督徒賠償，基督徒不肯。法官的判詞是基督徒不相信禱告的功

效，反倒那酒吧的老板相信祈禱有效。這給我很好的提醒，我們雖然也有

禱告，但我們是否真相信禱告的效能呢﹖ 
 
尼一 1-4記載當尼希米聽見同胞所處的耶路撒冷淒涼的光景時，他第一

件事作的是坐下禁食祈禱。到了尼希米記第二章，相隔差不多四個月，都

沒有記載尼希米做了甚麼事，他似乎只是一直在禱告。這給我的提醒是，

我們不是不作工，只是我們的工作是禱告神。或許有人批評基督徒無所事

事，批評他們應該積極作點甚麼。但我們不是不作事，我們的作事是奉主

名祈禱，讓神幫助我們成全祂的旨意，這是世人所不能做的。 
 
猶太人於被擄 70年後可重返故土，但面對的卻是一個破爛的城市。他

們的重建從何開始﹖他們先建造城牆，米尼希米記三章詳細記載了建造城

牆的細節，城牆共有 2000米，分 42組人修建。 
讓我們在其中學習重建的三個 T / 三個心的功課。 
 
1) 同心建造  Teamwork  
尼希米記三章多次提及「其次」，這是指在每段城牆重修後有另一組人

接上他們的工作。這裡詳細記錄了建造城牆的人，他們有不同的身份：

有大祭司、貴冑、銀匠、守門的，作香的；有不同性別，有男、有女；

也有不同年紀的：有成年、有壯年、有青年。他們在城牆上建造了甚麼

的內容也一一記下。為甚麼要如此詳盡﹖是要告訴我們每一個人的工作

都計算，缺一不可。並且這都記在聖經上，就是都蒙神記念的。所以建

造神的家，我們要同心建造，每一個都當盡上責任。無論是年長、年青

或年少，或男或女，職業無分高低，學識無分多少，每一個都要擺上，

缺一不可。 
 
2) 留心目標  Target 
我們要清楚目標。猶太人重建城牆是為保護，也是分別，但敵人嗤笑並

恐嚇他們。這對他們是很大的衝擊和威脅，甚至能叫他們害怕退去的。

今天我們的目標是甚麼﹖我們會不會因環境的混亂惡劣而失卻方向﹖ 
留心目標我們有正負兩方面留意： 

a) 對抗仇敵魔鬼 
尼四 16告訴我們從那天起，他們將人分成兩半，一半作工修建城
牆，另一半就拿槍，拿盾牌，拿弓，並穿鎧甲作保護。他們知道有

共同的敵人，槍頭一致向外。許多時候，我們的目標弄錯了，我們

不是面對仇敵，而是糊塗地攻擊同路人。任何時候你發覺那些事會

叫教會撕裂的，那肯定不是出於神。 

b) 神的命令 
我們基督徒在世的目的是遵行神的大使命及大誡命。神的大使命是

馬太福音廿七 17的傳福音的使命，大誡命是馬可福音十二 30的「你
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這是我們的方向，偏離

了就是錯誤。我在澳洲的政府部門工作，負責公房的分配。有一次

一個可憐的單親母親分配了房子，以為可以從新開始新生活，卻因

遇人不淑，不能自拔，再次陷入困境，最後是被活活燒死。這叫我

真實體會外面的環境不能真正幫助人，人若沒有裏面生命的變化，

即使有外面的幫助，但結果都是悲慘。 
 

3) 誠心相信 Trust  
a) 信任領袖  
尼希米記三 13-14記載哈嫩和撒挪亞的居民的建造，他們建的是糞
廠門，單從名稱，就可以想像那是不衞生，厭惡性的工作。但當領

袖如此吩咐時，我們沒見到人埋怨。領袖如何安排，他們就如何作，

這是因他們完全相信領袖，相信領袖是從神那裡得着權柄。 
b) 信靠父神 
猶太人面對的不僅是外面的攻擊，內部的紛爭，資源的不足，更有

內心的懼怕。我曾試過在極度不友善的環境中要去服事，但神藉著

一首詩歌幫助我，就好像神對我說，我也要在許多的捆鎖中如詩歌

所說 “my chains are gone , I’ve been set free” 我也被釋放出來了。我
因此得着力量，勇敢面對直到今天。 
 

我們若要重建，首先我們每個人都應盡力擺上自己的一份，環環互扣，缺

一不可。另外，我們要認清目標，我們是要為神作見證，對頭是魔鬼。並

在任何的處境中，信任你的負責同工，因是神賦予他們權柄。我們學習順

從神而順從人。                       □ 文華森 
 
（本文未經講者過目。） 



每日靈糧 
倪柝聲弟兄信息摘錄 

 
 
 

11月 24日 

 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詩十九 14） 

 心是主要的問題。外面說出來的話對不對，不是問題的中心；
外表態度對也不是問題的中心。主要問題是在心中的意念，這是不
能忽略的。為了這個原因，大衛求他心裏的意念能蒙神悅納，也求
他口中的言語蒙祂悅納。祂的禱告就是求神悅納他裏面的心願。因
此，保羅為大衛作見證，說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徒十三 22）。 

 合神心意的人，是怎樣的人呢？這樣的人，是讓神摸著他心意
的人。人若不讓神摸他的心意，他不容易成為合神心意的人。 

 

 

11月 25日 

 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太十一 29） 

 當你向神說：「我願負你的軛。」那樣，你就得享安息。今天神
要我們學習的是不僅在每天的小事上甘願負祂的軛，也在一生中的
大事上負祂的軛。有人覺得跟同工們合作很困難；有些姊妹與公婆
住在一起感到很費力；有受僱的覺得不容易與同事相處；也有做學
生的厭煩和老師及同學們打交道。這些都是要負的軛。你對這一切
當然覺得很厭倦了，很想能擺脫它，也希望這一切會遠離你。但是
你要明白，這是神給你要負的軛。祂盼望你能在這樣的處境中順服，
因為這是對你最有助益的。 

 

 

11月 26日 

 所以我心裏說，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
擊我，我就勉強獻上燔祭。（撒上十三 12） 

 我們知道掃羅被神離棄，是因為他出於肉體的熱心獻祭，禱告

也太匆促。他給自己的行為想出多多的理由。不過神在此時已為自
己尋找到一個合祂心意的人，要膏他作祂子民的君。神心意中的人，
不是個行事匆促不能等候神的人，如果由我們來揀選，那我們定必
傾向那些像掃羅的人，因為掃羅不是個特殊人物嗎？他比眾人高出
一個頭。但神並不要尋找與眾不同的人物，祂只要找合祂自己的心
意的。願我們服事主的目標不是要行大事，叫眾人喜悅，而是要能
摸著神的心，叫祂喜悅。只有這樣的人，神才會使用。祂正在尋找
這樣的人。 

 

 

11月 27日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英譯作果子）來。（約十二 24） 

 麥子結出許多果子。主耶穌說：「許多果子」─就是說「許多子
粒」。當我們為世務終日忙碌時，也許能費盡氣力得著一兩個人歸
主。（我這樣說，並不暗示我們絕對不能領人歸主。）但假如我們能
像麥子那樣死了，就可以結出「許多果子」。無論我們往那裏去，有
些時候只需講一兩句話，有人就得救，或得造就。所以我們可以冀
望結許多果子。 

 

 

11月 28日 

 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時候，約書亞吩咐百姓說，呼喊罷，
因為耶和華已經把城交給你們了。（書六 16） 

 首先你必須看見你在基督裏所有的豐富，這是踏入信心的門。
進去以後，你就要站進你的新地位，去應付臨到你的任何試誘─或
是驕傲，或是嫉妒。你憑著信站住，就宣告這些試誘都要消散，於
是它們都消散了。哈利路亞！以色列子民圍繞耶利哥城，憑信大聲
呼喊，耶利哥城的城牆就倒塌了。從人眼中看來，這樣的行徑簡直
是愚蠢極了。但是，當他們大聲呼喊的時候，耶利哥城就傾倒了。 



 

11月 29日 

 他用精金作一個燈台。（出卅七 17） 

 在聖所裏，每一樣物件都是精金作的，閃爍生輝，只要祭司的
手指碰一下，就能立刻留下指印。如果人沒有意圖要進聖所服事的
話，似乎這些不成問題。但人一踏入聖所事奉，他的真相就立刻顯
露，他不能不看見自己的污穢與罪愆，他必須承認自己的本相，因
為聖所裏面所有的一切都是聖的。 

 我們服事神的時候，我們真正的本相必定被顯露。若要真正認
識我們的「己」，在服事神的時候就會知道。我們在對神的服事上越
覺察到自己的「己」生命，就越叫自己有把握是在服事神，也知道
我們作的工是對神真正的服事。凡有這樣的認識的，就是那真正服
事神的人。 

 

 

11月 30日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
的眾僕人。（啟一 1） 

 約翰在啟示錄裏把所有將來必成的事記錄下來，目的不在叫我
們知道這些事是會如何發生和在甚麼時候發生，而是要我們曉得耶
穌基督怎樣會在寶座上作王。這位耶穌基督就是寶座上的王─這一
點是啟示錄要我們知道的要旨。我們認識祂是救主，但這樣的知識
是有缺欠的，因為我們也必須認識祂是君王。我們要知道主的嚴厲，
也要知道祂的慈愛。讓我們看清楚啟示錄的目的，是要我們更多認
識這位耶穌基督，好叫我們能儆醒，預備好在那日子與祂面對面相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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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無事的度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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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勸勉提摩太要為所有人和
那些在位有權柄的人禱告，好叫教會能在平安的環境下，敬虔端正
度日，因為神要教會傳揚福音，叫萬人得救，另外同樣重要的，是
叫人明白真道。 
 

神不單願意「萬人得救」，神也要人「明白真道」，楊氏直譯
本（YLT） 譯為「完全明白真理」（come to the full knowledge of the 
truth），因為我們雖然重生得救了，但從神而來的新生命就像嬰孩一
樣，要吃那純淨的靈奶，就是神的話語，才能漸長（參彼前 2：2）。
另外主耶穌禱告父神：「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約 17：17）神的道，就是聖經，就是那能叫人成為聖潔的真理。
神盼望得救的人生命成長，成為聖潔，合乎主用。 
 

神賜下了各樣屬靈的恩賜，叫教會能被建立，保羅說：「你們
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
那說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因為沒有人聽出來。然
而他在心靈裏，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秘。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
要造就、安慰、勸勉人。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講道的，
乃是造就教會。」（林前 14：1-4）在新約時代，作先知講道的主要
意思不是說預言，乃是以神的話語服事人，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神在教會設立的各種話語服事，都是要「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
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
從各樣的異端。」（弗 4：14）  
 

保羅辭別以弗所教會時說：「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他恩惠的
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徒 20：
32） 即使保羅離開了以弗所，但神恩惠的話語不會離開，並且能建
立他們。在主快再臨的紛亂世代中，神的子民更加需要好好讀聖經，
完全明白神的真理，切慕成為以神話語造就教會的人，又為神話語
的服事禱告。「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 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