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路加福音第二章  

六 

9：30 am 恩 慈 團：分享的操練（二）  

2：30 pm 
中學生團契：詩歌分享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查經 7 

5：00 pm 
喜 樂 團：主日信息分享  

仁 愛 團：讀經交通 - 使徒行傳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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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餅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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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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開始  
成 年 慕 道 班： 罪從何來？：帶出罪的由來  
信徒造就信仰組： 齊來讀聖經（二）  
信徒造就生活組： 蒙頭的生活  

專    題    班： 我們為何如此聚集  
聖 經 概 論 班： 新約–保羅書信 (II)  

成 年 初 信 班： 暫停  

成 年 查 經 班： 暫停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梁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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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琴：陳梓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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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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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顥泓  

凌妙容  

林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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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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日） 29/6（一） 30/6（二） 1/7（三） 2/7（四） 3/7（五） 4/7（六） 
結 27-28 結 29-30 結 31-32 結 33-34 結 35-36 結 37-38 結 39-40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世界各地的疫情及社會動盪不安代禱，求神讓人在這困難時期

中，承認自已的軟弱和無能，轉眼仰望耶穌，並能因信主耶穌得著

真正的平安。 

二、 為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及為印度的福音工作禱告，求主保守

帶領，並差派更多合適的工人，收割熟透的莊稼。 

三、 請為我們恢復在聚會所的各種聚會禱告，求主保守帶領，並讓我們

更寶貴每一次的聚會，更熱切地追求認識主。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其中梁錦豪弟兄的女兒

梁彥曦、邱克倫弟兄，求主繼續施恩看顧他們。 

聚會報告 

一、 主日擘餅及信息聚會仍維持網上直播，方便未能出席聚會的肢體在

家收看。另外，聚會所內將加強防疫措施：進入會所前需探熱；進

出時洗手；座位行距加寬；聚會期間弟兄姊妹必須帶上口罩覆蓋口

鼻。 

二、 林惜雲及奧斯汀夫婦服事的所在地方，由於新冠疫情嚴重，加上大

量貧民失業，現正面對糧食嚴重短缺的危機（詳情可參閱印度來

鴻），若弟兄姊妹有負擔為印度事工奉獻，可以把款項包好，信封

註明為印度事工用，請於今天及下主日把奉獻投進奉獻箱。 

三、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路加福音第二章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主給約伯的結局 詩歌：雲上太陽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

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雅 5:11) 

1993年 1月我第一次到台灣參加第六屆基督徒事奉特會，那次主題是
「聖召、天職、屬靈爭戰」，在桃園舉行，經歷了人生第一次有感地震，也

是頭一次搭飛機，那時候還是在啟德機場，乘客要從客運大樓搭接駁巴士

才能步上飛機，當日下著毛毛細雨，沒有一點陽光，但當飛機穿越雲層後，

在那裡看見的太陽，令我畢生難忘，並且親身體會到原來無論地上如何幽

暗，在天上是絲毫不受干擾的。 

2003 年紐約市曾發生大停電，由於絕大部份照明設備都無法運作，紐
約市的人晚上抬頭便看到滿天星星，甚至銀河星系也清晰可見，但生於城

市的人從未見過這些景象，有人甚至報警求助，弄出以為有外星人來襲的

笑話。2018年 9月北海道發生了 6.7級地震，導致北海道約 295萬戶停電。
在沒有燈光污染的情況下，許多人拍攝到銀河星系的真貌。其實這些星空

每晚也在天上閃耀，但人們被地上五光十色的世界所阻礙，因而無法看見

天上的景象。我們信徒也常常被世界所發生的事情所蒙蔽，未能看見天上

屬靈的實際。 

天上屬靈的實際 

1938年 7月，倪柝聲弟兄到英國探望史百兄弟兄和當地的聖徒，並且
參加了當年的開西大會。開西大會始於 1875年，幫助了無數信徒進入更豐
盛的生命，除世界大戰的幾年，每年夏天在開西都舉行大會，至今已有 145
年歷史。開西大會的講台被譽為全世界最高的講台，因為能在其上作講員

的都必須表明自己已經親身經歷過開西大會的信息，有些是敬虔的聖經學

者，有些是大有能力的傳道人，但他們都只環繞開西大會的主題傳講神的

話語和自己的經歷。每年開西大會都有完整的信息記錄，並報告大會期間

的重要時刻。那時二次世界大戰還未結束，1938 年開西大會的記錄寫下了
這些話： 

「不過對許多人來說，異象最輝煌的時刻無疑是當艾迪士先生(Mr. Aldis)邀
請一位中國基督徒倪柝聲帶領我們禱告的時候，我們剛聽聞戰爭浩劫，並

中國承受了無法言喻的苦難，因此大家都熱切迎接這個同心禱告的機會，
當天有幸出席的，沒有一位會忘記這些時刻，因為實在是主的聖靈親自呼

出那禱告：『主掌權，祂正在掌權，祂是萬有之主，沒有事物能觸碰祂的權

柄，靈界的權勢正出動，要損害神在中國和在日本的權益。我們並不為日

本禱告，我們也不為中國禱告，但我們要為你兒子在中國和在日本的權益

禱告。我們不指責任何人，因為他們只是主仇敵手中的工具。主啊！我們
在你的旨意裡站立！主啊，粉碎黑暗的國度，迫害你教會的，也就是迫害

你。』當他禱告，我們每顆心都在靈裡合而為一，並說了『阿們』又『阿

們』。每位曾經到中國參與事工的傳教士或協助者必定深受感動和欣喜，這
些男女是多麼忠實地『學了基督』(參弗 4:20)。」(The Keswick Convention, 1938, 
p.246) 

苦難的由來 

舊約的約伯記，讓我們看得更清楚，原來地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

是根據神在天上的旨意。沒有神的許可，撒但也不能隨便行動。約伯記是

最早寫成的書卷，是一卷專門探討「苦難」的書。「烏斯地有一個人，名叫

約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伯 1:1) 神在以西結書更曾說：
「其中雖有挪亞、但以理、約伯這三人，他們只能因他們的義救自己的性

命。這是主耶和華說的。」(結 14:14) 約伯是神認可的義人，但有一天禍患
及苦難卻忽然臨到他身上，整本約伯記就是說明這些苦難的由來，人無法

以自己有限的知識去判斷神的作為，更重要的是，人也不認識神這樣作之

目的，雅各書五章 11節說「主給約伯的結局」，「結局」(G5065)這個詞在原
文的意思是「目的」或「目標」。 

罰惡賞善是神所定很重要的法則，約伯和他三個朋友都知道，那三個

朋友一致認為約伯必定是有罪，所以才遇到這些苦難，約伯卻深知自己沒

有行過惡事，神這樣待他是神不公。從創世記起，我們就看見神會按照人

的行為審判人，從亞當、夏娃、該隱，直到洪水，這個法則一直沒有改變，

就是後來神興起了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立了以色列國，直至被擄，神一

而再，再而三向所有人說：「我必照他們的行為待他們，按他們應得的審判

他們。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結 7:27) 但神實在是有憐憫，祂還是寬
容，很多時候都不是立刻施行審判，神的心意是盼望人能回頭離開罪惡，

傳道者也看見了這種情況：「因為斷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滿心作

惡。」(傳 8:11) 人並不認識神的寬容，反倒繼續作惡。 

路加福音記載了主所說的一段話，「正當那時，有人將彼拉多使加利利

人的血攙雜在他們祭物中的事告訴耶穌。耶穌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

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

改，都要如此滅亡！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些

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

改，都要如此滅亡！』」(路 13:1-5) 罪是必定要追討的，未追討不等於不追
討，只不過是神的憐憫寬容，盼望人儘快悔改。 



神許可的旨意 

然而主耶穌也親自告訴我們，有些苦難是與罪無關的，乃是神的許可，

並且是特別為神之目的而有的。約翰福音說：「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

人生來是瞎眼的。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

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

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約 9:1-3) 生來就瞎眼，我
們也都會和門徒一樣好奇，想知道到底是那人還是他父母的罪所引致，主

說都不是，乃是要顯出神的作為，為神的榮耀而有的。約伯所受的苦難正

正就是這種苦難，不是因罪受罰，乃是有專一的目標，要在約伯身上成就

神的心意。 

約伯的遭遇看起來好像是撒但在興風作浪，但其實仔細看約伯記第一

章，我們就能發現，原來是神先打開他和撒但的對話，「耶和華問撒但說：

『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地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

神，遠離惡事。』」(伯 1:8) ，是神先提到約伯的名字，從此我們就知道約
伯的整個故事，其實是神發起的，撒但不過是個配角，頭兩章之後就再看

不到撒但的踪影，只剩下約伯和三個朋友並以利戶的對話，最後由神自己

的顯現和發言結束。 

我們只能簡略的來看約伯記裡的一些重點，地上發生事情，原來先在

天上有事情發生，撒但不是無所不能，也不可以任意而行去傷害屬神的人，

沒有神的許可，撒但絕不能加害神的兒女，「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

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太 10:29-31) 

撒但認為約伯敬畏神，是因神的祝福，所以奪去約伯的所有，約伯就

必棄掉神，所以約伯全部的牛、羊、驢和駱駝，甚至七個兒子和三個女兒，

在同一天全部失去了，但約伯卻仍俯伏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

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
1:21)  

撒但見自己的計謀失敗，又再獻策要叫約伯跌倒，「撒但回答耶和華

說：『人以皮代皮，情願捨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傷他的骨頭

和他的肉，他必當面棄掉你。』」(伯 2:4-5) 神就把約伯交在撒但手中，但
吩咐說要存留他的性命。於是撒但擊打約伯，使他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他

的妻子對他說：『你仍然持守你的純正嗎？你棄掉神，死了吧！』」(伯 2:9) 約
伯妻子的口竟然說出了撒但的話，要約伯棄掉神，但約伯仍舊持守他的純

正，「約伯卻對她說：『你說話像愚頑的婦人一樣。噯！難道我們從神手裡

得福，不也受禍嗎？』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罪。」(伯 2:10)  

人憑自己不認識神的旨意 

以利法以他個人所經歷的超然體驗作根據，他說：「我暗暗地得了默

示，我耳朵也聽其細微的聲音。在思念夜中異象之間，世人沉睡的時候，

恐懼、戰兢臨到我身，使我百骨打戰。有靈從我面前經過，我身上的毫毛

直立。那靈停住，我卻不能辨其形狀；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靜默中聽見

有聲音說：『必死的人豈能比神公義嗎？人豈能比造他的主潔淨嗎？」(伯
4:12-17) 因此他十分自信地以為他的看法一定正確，認定約伯的遭遇必定
是來自神公義的審判。我們沒有屬靈經歷還會謙卑，一旦有過深刻的屬靈

體驗，就很容易驕傲起來，認為別人都不及自己，而以那有限的感受和經

歷去衝量別人，但顯然憑感覺的以利法對約伯的判斷是錯誤的。 

比勒達是一個著重傳統教訓的人，認為從古人遺留下來的記載就能解

決一切問題，他說：「請你考問前代，追念他們的列祖所查究的。我們不過

從昨日才有，一無所知，我們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兒。他們豈不指教你、告

訴你從心裡發出言語來呢？」(伯 8:8-10) 比勒達代表注重思想的人，認為
只要熟讀許多知識就夠，但他卻缺乏個人真正與神的相交，在生命中接受

神的造就，因此就很容易落在字句裡，雖能引經據典發表許多話語，卻無

法安慰或供應別人。所以比勒達完全無法理解神在約伯身上的作為，一路

堅持己見說：「神豈能偏離公平？全能者豈能偏離公義？或者你的兒女得罪

了他，他使他們受報應。」(伯 8:3-4) 就算比勒達的話有道理，卻絕對不能
幫助約伯，反到在約伯的傷口上撒鹽。 

瑣法說：「這許多的言語豈不該回答嗎？多嘴多舌的人豈可稱為義嗎？

你誇大的話，豈能使人不做聲嗎？你戲笑的時候，豈沒有人叫你害羞嗎？

你說：『我的道理純全，我在你眼前潔淨。』惟願神說話，願他開口攻擊你，

並將智慧的奧秘指示你；他有諸般的智識。所以當知道：神追討你，比你

罪孽該得的還少。」(伯 11:2-6) 瑣法代表著意志頑強的人，這些人一般都
是說話不客氣，羞辱人甚或咒詛人，他們的發言並不是跟人探討事情，乃

是要說出自己的主張，因為他們意志堅強，以自己能達到的行為，對別人

多加要求，要別人照他們的主張而行，但在約伯的遭遇上，瑣法的發言並

無半點助益，反倒自暴其短。 

以利戶認識人有裡面有靈，他說：「我年輕，你們老邁，因此我退讓，

不敢向你們陳說我的意見。我說：『年老的當先說話，壽高的當以智慧教訓

人。』但在人裡面有靈，全能者的氣使人有聰明。尊貴的不都有智慧，壽

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伯 32:6-9) 以利戶所代表的是人的靈，當人的靈
服在神的管理之下，就能從神得著智慧和生命，但人的靈也很容易受環境

所激動，甚至會變得凶惡。路加福音說：「便打發使者在他前頭走。他們到



了撒馬利亞的一個村莊，要為他預備。那裡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

撒冷去。他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就說：『主啊，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

上降下來燒滅他們，像以利亞所做的嗎？』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你

們的心(原文作靈) 如何，你們並不知道。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是要

救人的性命。』說著就往別的村莊去了。」(路 9:52-56) ，這樣的情形也發
生在以利戶身上，「以利戶見這三個人口中無話回答，就怒氣發作。」(伯
32:5) 人的靈並沒有神的性情，只有基督的生命在我們靈裡加增，才能顯出
神的性情。 

約伯的真相 

約伯三個朋友和以利戶的話都說完了，但都無法幫助約伯，本來在第

一、二章裡顯得無比剛強的約伯，從他向四人的回應裡，才讓我們看見約

伯內心的真相。約伯的確沒有外面的罪行，神已經給他作了見證，但是從

約伯的答話中，我們才發現原來約伯是那樣的欣賞自己，欣賞自己的行為，

喜愛自己的地位。尤其在二十九章約伯回想從前的日子，那實在是約伯人

生的高峰，外面的祝福不必多提，所有人對約伯都十分恭敬，「我出到城門，

在街上設立座位；少年人見我而迴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說

話，用手摀口；首領靜默無聲，舌頭貼住上膛。...我說話之後，他們就不

再說；我的言語像雨露滴在他們身上。他們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張開口如

切慕春雨。他們不敢自信，我就向他們含笑；他們不使我臉上的光改變。」

(伯 29:7-10,22-24)  

好風光的約伯，人們能看見約伯而稱羡，但約伯卻不能把人帶到神面

前，上面最後一句話透露了約伯的實情，他知道自己臉上有光，並且很喜

歡人看他臉上的光。「摩西在耶和華那裡四十晝夜，...摩西手裡拿着兩塊

法版下西乃山的時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華和他說話就發了光。亞

倫和以色列眾人看見摩西的面皮發光，就怕挨近他。...摩西與他們說完了

話，就用帕子蒙上臉。」(出 34:28-30,33) 摩西因面對面看見神，被神的榮
光照耀，因而臉上發光，但是摩西自己是不曉得的，當人告訴他後，摩西

就用帕子蒙上臉。這才是真正神的僕人，榮耀是神的，人不應佔有神的榮

耀。但約伯不單知道自己臉上有光，其實不過是他個人的榮耀，但約伯很

喜愛這種光一直不改變，一直被人看見。 

到三十八章神在旋風中向約伯說話，問了一連串叫約伯無法回答的問

題，雖然某些問題如雨水、露珠、冰雪和霜的形成過程，如今人們都可以

用科學去解析。2010 年科學家霍金曾誇口說：「科學已足夠解釋宇宙的形
成，宇宙因此並不需要一個創世者。」，今天的科學的確可以解釋某些物理

的運作過程，但科學不能告訴我們，宇宙存在之目的，只有創造萬物的神

自己才知道祂的旨意是甚麼。 

當神顯現並說話後，約伯就說：「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阻。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

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指示我。我從前風

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伯
42:2-6) 人之所以驕傲自滿，乃是因為對自己沒有認識，以為自己已經達到
某個程度了，可以自誇了，但真正認識自己的人卻只會像保羅一樣說：「使

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

彷彿不是領受的呢？」(林前 4:7) 認識自己的無有，親眼看見神，才會厭惡
自己並懊悔。 

長子的名分 

最後神把約伯所失去的，雙倍賜還給他。有人以為這就是主給他的結

局，好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失去一切，最後有一倍回報，這是錯誤

的看法。主在約伯身上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他的資產，乃是透過雙倍的祝福

去說明，神要約伯得著長子的名分。申命記說：「人若有二妻，一為所愛，

一為所惡，所愛的、所惡的都給他生了兒子，但長子是所惡之妻生的，到

了把產業分給兒子承受的時候，不可將所愛之妻生的兒子立為長子，在所

惡之妻生的兒子以上；卻要認所惡之妻生的兒子為長子，將產業多加一分

給他，因這兒子是他力量強壯的時候生的，長子的名分本當歸他。」(申
21:15-17) 舊約的時候，神還未明說祂要把屬祂的人模成神兒子的形象 (參
羅 8:29)，基督是神的兒子，是首生，新約裡模成神兒子的形象，神在舊約
裡是藉著雙倍的祝福，就是長子的名分來給我們說明的。約伯所受的痛苦

不是因為罪的刑罰，卻是為著神的作為而來的，乃是叫約伯完全脫離自己，

這些使約伯成長而受的苦難，為要達成神更高的目的，正如雅各書所說，

明顯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 

約伯所經歷的幾乎是人生所有苦難的總和，弟兄姊妹不用懼怕，擔心

自己會受約伯一樣的苦難。神認識約伯，神也認我們，祂知道我們真正的

需要和度量，跟約伯相比，他所經過的是旋風一樣，失去一切的苦難，在

我們身上許多時候不過是小雨而已。萬事都互相効力，是要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就是被模成神兒子的形象。我們今天處於一個日益混亂的世代，再

加上疫情未消，每個人都承受著各種生活和精神壓力，但願我們並不是只

環顧地上的事，而終日被激動或擔憂，乃是認識神在天上的旨意，祂許可

這些事情臨到，都有神的美意，主的目的就是要我們認識自己的無有，讓

基督的生命加增，但願主的目的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能達成。 

□ 吳錦明 

 



人勸你安靜下來吧。你不要動氣，還要感謝主給你學習功課。如果
大家都能這樣行，所有不是出於神的就會漸漸退去，從神來的東西
就建立起來了。 

 
7月 2日 
接受身體的限制 
身體裡所有肢體都是接受對付的，沒有一個肢體是真正自由的。你
的手自由嗎？一點不自由，因為它受著整個身體的捆綁，不能離開
身體，到處亂捉亂摸。今天的人不懂得自由，以為自由是隨心所欲，
想做就去做。這不是自由，真自由乃是你肯接受限制。林前十三章
說到愛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恆久忍耐；通俗的可譯成「長久受苦」。
肢體在身體上是享福，也是長久受苦，我們要存這樣的心過教會生
活，真正愛的生活乃是長久受苦。你肯接受一切的限制，才能得著
真正的自由。神將我們都配搭在基督的身體裡，因為與其他的肢體
互相配搭，才能顯出功用。 

 
7月 3日 
在啟示裡認識基督和教會 
主稱讚彼得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
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太十六 17）屬血肉的指示，
只能叫人認識耶穌是一位好人、一位大先知；惟有得著天上的啟示，
才能認識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得著這個啟示實在是有福
的，能叫本屬塵土的彼得成為一塊活石。主再加給他一個啟示，使
他認識教會，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
能勝過他。」（18 節）聖經中最大的啟示，就是基督和教會，如今
在馬太福音十六章都啟示出來了，凡看見這兩個啟示的人，在神面
前實在是蒙福的。 

 
7月 4日 
藉十字架實現基督 
聖經說：「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祂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
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太十六 21）啟
示必須變為實際，知道神的旨意，就得去完成；這條路就是十字架。
在永世裡，神已規定祂兒子要成為基督，成為基督必須經過十字架。
耶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除了祂的神格之外，祂將神格所
該享受的一切權利都倒空了，甚至「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
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
字架上」（腓二 6-8）。主因接受十字架，捨棄自己，一生背十字架
跟從神，因此，祂成了神的基督。 
 
 

回應神的呼召 

「這樣，你們看見這些事漸漸的成就，也該

曉得神的國近了。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

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

切居住的人。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

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 21:31-36 ) 
末後的日子爭戰凶猛，主的話提醒信徒應如何準備過這樣的日子： 
1. 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我們的心，因那日
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 

2. 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作一個禱告的人。神的兒女因著聖靈的
光照，明白神的話和衪的旨意。我們藉著禱告與神同工，叫神的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樣。 
3.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
能作工了。」(約 9：4) 我們要逼切禱告，因為：「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
稼。」(太 9: 36-38) 

親愛的弟兄姊妹，求主開我們的眼睛，能看見神正呼召祂的兒女，

並等候著我們的回應！神需要我們做代禱勇士！神要我們在祂榮耀

的旨意和計劃裡有份，我們靠著神的恩典和信心的禱告，與神同工。

希望從以下兩個回應神呼召的例子，我們得著提醒。 
 
一、年幼的耶利米對神呼召的回應 :  
「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
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我不知怎樣說，因

為我是年幼的。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

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什麼話，你都要說。」(耶 1:5-7)
耶利米想推卻神的呼召，覺得自己年幼，不配也不知如何事奉神！

按著個人的才幹來說，他可能是對的！但神要他轉眼看祂，因為：

是「我」揀選你、「我」差遣你，所以「我」會負你一切的責任，供

應你一切所需！你衹要接受「我」的托付和順服「我」的引導就是

了！今天神向你發出同樣的呼召，要你藉著禱告，與神同工；莊稼



已熟透，神要差派工人去收割莊稼，你願意接受神的呼召，成為主

在末世精兵中的一員嗎？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 
 
二、王后以斯帖對凶險時代的回應 
猶大國破家亡，仇敵更施詭計，要滅絕整個民族；王后以斯帖有機

會力挽狂瀾，但也可能因此喪命！「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

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

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以斯帖記 4：14-15) 她最後放下個
人生死及得失榮辱，選擇以神的百姓為念。因著以斯帖接受神的呼

召，神有恩典，興起環境，仇敵被殲，以色列全族獲救。我們也要

問自己，尤其是年青人，你們今天所得的有如王后的位份，有機會

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訓練，但有否好好把握神所賜豐富的恩典，在這

末後黑暗的世代，抓緊事奉神的機會，盡力發揮功用？「焉知你得

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聖靈提醒眾教會，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啓 2：7)；求主開啟我們心靈
裡面的耳朵，降服於神的呼召，作一個禱告的勇士，與神同工！我

們要逼切為以下福音事工禱告： 
1. 為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今年九月的新學
年開始，葵芳家被邀請協助教導中一和中四的聖經課程。我們求主

差派更多工人，尤其是青年弟兄姊妹加入，以不同形式丶方法和崗

位，去關懷和服事這些中學生；把握機會，向他們傳揚主基督全備

的福音。 
2. 為印度的福音工作禱告：近日中、印邊境衝突，形勢緊張，華人
身份敏感；請記念 Austin (奧斯汀弟兄) 和 Feyon(林惜雲姊妹)及他們

的團隊，求主保守看顧，賜下平安。此外，印度的疫情引發嚴重失

業潮，湧現大批饑民，求主差派忠心合用的工人，搶救大量在死亡

邊緣掙扎的靈魂，收割熟透的莊稼。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6月 28日 
屬靈的恩賜與天賦的才能 
聖靈的恩賜就是聖靈的彰顯，這個彰顯在各人身上是不同的，並不

是天然所有的。每個人自生下來，都有神所賦予的才能，憑藉這天
賦就能做一個成功的人。但聖靈的恩賜不是天賦的才能。在信主前，
我們用天賦的才能去犯罪，信主後，我們以為可以用這天然的能力
去事奉神，反而給神越幫越忙。摩西就是這樣，他學了埃及所有學
問，有口才有能力。他四十歲時，想要服事神，幫助神的百姓。這
個心願是對的，他以能力打死一個埃及人，他以口才調解以色列人
的爭吵，卻不被接受，反要過逃亡的生活。摩西用他天賦的能力服
事神，越服事越失敗。 

 
6月 29日 
天賦的才能必須經過死而復活 
屬靈的恩賜與天賦的才能並非完全沒有關係，這些都是從神來的；
但天然的才賦必須經過十字架的死而復活，神才能用它。因為未經
過十字架的天賦才能，是在你自己的手裡，是你自己在那裡用它，
結果是你自己得榮耀。摩西在曠野四十年，神讓他將在埃及所學的
都死掉了。那時他對神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我是甚麼人，怎能
去見法老呢？我沒有這個能力。然後神說：我與你同在。摩西是在
復活的境地裡起來事奉神。等到神真用他的時候，摩西的才能還是
被神用的，只是不在他自己手裡，乃在神的手裡；摩西完全遵照神
的旨意，每一件事都按著山上的樣式。 

 
6月 30日 
事奉的難處 
教會現實的矛盾：一是許多弟兄姊妹不事奉，教會中好像也沒有難
處；一是弟兄姊妹都盡本分事奉，難免帶著肉體，許多意見、辦法、
手段都來了，因此帶給教會許多難處。要知道，肢體不事奉，教會
不出事，卻也不會成事。教會中寧可有難處，也不要沒有事情。一
點難處都沒有的地方是墳場，有吵鬧、有難處的是有生命、有小孩
的家庭。我們不要怕難處，因為難處是機會。沒有難處，就沒法長
進。如果難處解決的對，我們就長大了。如果難處一直纏在那裡，
也沒機會長大。彼得是一個製造難處的人物，心直口快，卻在基督
裡被陶造成為建立教會的使徒。 

 
7月 1日 
學習接受十字架的對付 
弟兄姊妹都要起來，在神家中盡肢體的本分。為免將肉體帶進教會，
我們都要接受十字架的對付，讓十字架在我們身上作工，將一切屬
自己的都被除去。如有甚麼意見，可以說出來，倘若不被弟兄姊妹
接受，不要生氣，也不要堅持己見；同時又要接受別人的意見。眾
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不要單照自己所喜歡的去作，要看弟
兄姊妹是否得著益處。若你大發熱心，但弟兄姊妹不欣賞；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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