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禱 告 聚 會（為教會往前禱告）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詩歌分享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專題－長大成人  

9：00 am 恩 慈 團：主再來的確據  

5：00 pm 
喜 樂 團：「擘餅聚會再思」（二）  

仁 愛 團：讀經交通－使徒行傳第 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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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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高小班外，其他班暫停）  
少年班  
成人主日學 
青 年 慕 道 班：褔音見證  
成 年 慕 道 班：傳褔音  
信徒造就信仰組：查經（六）  
信徒造就生活組：查經（六）  
專    題    班：《十二籃》信息選讀  
聖 經 概 論 班：小先知書（二）：北國 /南國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陳福生  

領詩：吳錦明  

司琴：趙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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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潔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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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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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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1 （日） 30/11 （一） 1/12 （二） 2/12 （三） 3/12 （四） 4/12 （五） 5/12 （六） 
來 4-5 來 6-7 來 8-9 來 10-11 來 12-13 雅 1-2 雅 3-4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世界各地的疫情代禱，求主保守帶領，好讓全球疫苗的研發

得以順利完成；香港近日疫情嚴峻，求主保守管理，使我們可

以繼續有實體的聚會，並早日止住疫情。 

二、 記念林惜雲及奧斯汀夫婦在印度的福音事工及李賢堯紀念中學

的福音工作，求主帶領各樣的服事，好讓更多人能更多認識主，

早日蒙主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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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繼續施恩看顧

他們。 

聚會報告 

一、 由於本地學校疫情開始嚴重，為減低年幼兒童受感染的風險，

今天開始兒童主日學的中小及初小班停課兩周（29/11-6/12），

高小班維持實體上課，幼小班繼續停課至另行通告為止；各班

如有安排網上敎學會直接聯絡家長和同學。請大家為小朋友和

家長的健康和適應禱告。 

二、 本週二晚為禱告聚會（為教會往前禱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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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神的關係           詩歌：誰有顆愛主的心 
經文：詩十八；太廿六 10；路十 38-42；約十一 32-35；約十二 1-8 
 

    當講到我們與神關係的時候，不能不提到耶穌是誰？有人以為耶穌是救

主，是創造主，是王，是好牧人，是活水，是生命的糧‥‥這些都是準確的，

因為是聖經上的標準答案。但問題是，耶穌於你是甚麼呢？是顧問？是開路先

鋒？是水泡還是擋箭牌？你對耶穌真理上的認識是否就是你的真實的認識？

我們對耶穌基督不但要有真理上的認識，更要與祂建立關係，有個人的認識。 

今天我們透過兩個人物：大衞和馬利亞，來看他們對主有怎樣的認識。 

 

大衞  詩十八篇 
  大衞在聖經中被稱作 「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 意思就是緊貼神

的心而行的人。大衞如何合神心意？ 

大衞認識的神是怎樣的一位？他在詩篇十八篇第 1 節稱耶和華是 「我

的力量，我愛你」。我們推想這詩是大衞初作王時所寫，大衞未作王時如何

由童子而成為勇士，後來招致掃羅的嫉妒，又多次逃避掃羅的追殺‥在這些

經歷中，他不但多次經歷神的保守，知道神是他的力量，他心裡更生發了對

神的傾慕！所以說「耶和華我的力量，我愛你」。所以擘餅聚會中餅杯的提

醒，不但叫我們感謝主，更應叫我們愛主。這力量不是叫大衞打擊抵擋掃羅，

而是叫他更敬畏神，對神更倚靠，所以緊接他稱神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

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角」（詩十八 2）。 

4-6 節告訴我們大衞面對的各種患難「死亡的繩索，匪類急流‥」，神
如何一一拯救他（詩十八 16-18）。神為甚麼拯救大衞？大衞說「因祂喜悅
我」（詩十八 19）。神為何喜悅大衞？在以下我們就看見，因大衞認識神的
法則。他將神的典章常擺在自己面前，從不敢丟棄神的律例，也嚴嚴保守自

己遠離罪惡‥（詩十八 20-23）。並且他深知慈愛的人，神以慈愛待他；完
全的人，神以完全待他；清潔的人，神以清潔待他；乖僻的人，神以彎曲待

他（詩十八 25-26）。因此我們知道大衞深知神對人處事的法則，而他自己
也謹慎遵守。 

最後大衞在經歷一切之後，他認識神是活神，祂配得人的稱頌，配得人

的尊崇，甚至遠在外邦，且直到永遠（詩十八 46-50）。 

 

馬利亞   
太廿六 10；路十 38-42；約十一 32-35；約十二 1-8 

  雖然馬利亞的經歷不如大衞的崎嶇波折，但主稱讚馬利亞獻香膏是一件

美事。我們從三個片段來看馬利亞對主的認識。 

第一個片段記載在路十 38-42。馬大為招待主而忙亂，但馬利亞卻安坐
在主面前聽道。這不是說馬利亞懶惰，一直坐在主面前，任由姊姊忙亂。有

解釋認為起初大家是一起預備的，但一段時間之後，馬利亞因太留神主的

話，因而忘記了工作。馬利亞這麼留心，她在聽甚麼？原來在這之前主耶穌

有三次論到祂受害的事（路九 23，31-32，44-45），那時許多人都聽見了，
但聽是聽見，卻無心裝載，根本未曾聽進。但馬利亞不同，她留心聆聽主的

每一句話，甚至忘卻了工作。這是馬利亞第一次與主相交的片段。 

第二個的片段記載在約十一 32-35，那時拉撒路死了，馬大與馬利亞都
極傷心，聖經記載「耶穌哭了」。馬大滿腦子知識，但馬利亞卻為她的兄弟

不在而難過悲傷。耶穌哭了，那正是為馬利亞。有一首詩歌，描寫主耶穌有

與馬利亞同哭的慈心，那可能正是寫這時候的。 

第三個片段記載在約十二 1-8，就是剛才唱的詩歌所提及的背景。馬利
亞因明白主將要被害，所以將那本該為自己婚嫁時用的香膏，全傾倒在主身

上。有人以為這是枉費，但馬利亞覺得主配。為什麼馬利亞覺得主配得而其

他人不覺？是因她與主有心與心的共鳴。這是需要時間，不是突如其來的衝

動。這些與主相交的經歷都是要時間的。我們如何與主建立關係？ 

 

與神建立關係的祕訣 

1． 時間 

我們無論認識甚麼人都需要時間，同樣認識神也需要花時間。我們比五

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是否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多了？ 

2． 談話 

沒有交流溝通，人與人不可能建立起關係。同樣的，你通過與神對話，

通過交流來認識神。與神的談話可以是你生活的各方面，不需要總是談

論屬靈的事，因為神不僅僅是在教會裏，而是充滿你生活的各方面。 

3． 信任 

關係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沒有信任的關係是難以長存的。 

華理克牧師說他和妻子有美好的關係是因為信任她。「我們不是在每一

件事情持相同意見，但我默默信任著她。關係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我

們剛結婚的時候，有很多小規則—如何摺疊毛巾、如何把牙膏從下往上

擠出來‥你知道我們家裡現在有多條規則？關係越好，需要的規則越

少。」 

神也希望讓你學習去信任祂。因此祂允許你生活中出現各種問題，然後

祂可以展現祂值你信賴。 

（本文未經講員過目）                     □ 鄧柏欽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11月 29日 
怎樣事奉主 

事奉主就是等候在祂面前。這對我們是最艱難之事，我們總是匆匆
忙忙的，作這個、作那個；那裏有需要，就立時去作；又以為所有
的工作非我不行，其他人都不懂怎樣作。我們不能在主面前等候，
以為等候主是浪費時間。親愛的弟兄姊妹，為了事奉主，我們不能
不等候在祂面前，直到祂把祂的心意向我們顯明。在古時候，僕人、
奴隸、婢女們都是安靜地站在那裏，眼睛注視着他們的主人；他們
不是閒站或是被動，但是他們不會行動，一直等到主人的眼神、手
勢或吩咐，才有所工作。我們事奉主，就當這樣的侍立在神面前。 

 
11月 30日 
我們要獻上的靈祭 

敬拜必須有所獻上。從前在獻祭的時候，有兩樣東西是獻給神的，
就是血和脂油。血是要滿足神的公義，脂油是要滿足神的愛。當我
們敬拜神的時候，不是把自己獻給神，乃是把我們裏面的基督獻給
祂。我們不能僅僅獻上自己，因我們不配，若我們僅把自己獻上，
神會拒絕。我們所獻上的乃是羔羊的脂油和血，就是基督在我們身
上的所是。祂是我們的滋養，是我們的潔淨，是我們的食物，是我
們的生命；因着我們認識祂是這些，我們就能把這些奉獻給神，這
就是我們的靈祭和敬拜。領受基督有多少，敬拜神就有多少；我們
不能事奉祂過於我們從祂所領受的。 

 
12月 1日 
工作之後的敬拜 

當我們完成了工作之後，有一個極大的試探說：「啊！工作已完成，
已經終結了。」然而主說：「等一等，你還沒有事奉我呢！」主教訓
我們在作完了一切所吩咐後，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作的
本是我們應分作的。」（路十七 10）工作完成之後，並不是甚麼都完
了；工作已完成，並不表示就是終結了。完成了工作後，還必須到
主面前來事奉祂。這就是敬拜。作工前敬拜，作工時敬拜，作工後
也敬拜。作完神所吩咐的算不得甚麼，是應盡的本分；我們的態度

是要事奉神，滿足神，敬拜神。究竟工作把我們的敬拜奪去呢，或
是增加我們的敬拜呢？ 

 
12月 2日 
屬靈的事奉 

屬靈的事奉有兩部分，一是事奉主，一是事奉主的殿。祭司的事奉
是事奉主，利未人的事奉是事奉神的殿和神的百姓。可惜我們對於
事奉殿比事奉主更為熟悉，且佔據了我們大部分所謂屬靈的事奉，
甚而不認識甚麼才是事奉主！事奉主就是親近主。若與主相距千萬
里，怎能事奉主呢？我們到祂那裏去，一方面是為要得恩典來活着，
若不進到祂那裏去，我們便一分鐘也不能活；第二方面是進到祂那
裏去事奉祂，滿足祂的需要。那些緊靠祂而活的人才能事奉祂。事
奉主是何等的特權，使我們能成為祂每天的同伴，時刻親近祂，學
習照祂的需要來服事。 

 
12月 3日 
任意妄為的罪 

今天所謂的事奉，就是人們四處奔跑，做那些他們以為是美善，或
以為是神旨意的事。事實上，許多所謂的基督教事工都不是發源於
主的。他們是為神作工，而不是與神同工。我們要認識怎樣侍立在
主的面前（參詩一二三 1-2），直至祂發命令，我們不做任何事。任
意妄為的罪和悖逆的罪相等。若神給你命令而你不遵行，那是悖逆
的罪。若主沒有給你命令而你行動，就是任意妄為的罪。所以大衛
禱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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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侍立在祂面前，就是到神面前禱告，求祂的旨意
和祂的國。有這態度才是事奉主。 

 
12月 4日 
事奉主不可出汗 

舊約時代事奉主的祭司所穿的衣服都是細麻作的，他們不可穿羊毛
的衣服；意思是說，事奉主不可以出汗（參結四四 17-18）。在外院
的事奉，拖牛羊、宰祭牲，會流汗；但進入聖所事奉主，就不能出
汗。汗就是從我們身體流出來的，是我們天然的力量。今天不少神
的工作都是出汗的，必須要策劃、推銷、賣廣告，要去說服人、吸
引人、與人談判，以求工作成功。聖所裏沒有窗戶，空氣會較為暖
和，若穿羊毛衣服，便會出汗；故此事奉主的祭司要穿細麻衣。細
麻衣在聖經裏常是指着主耶穌的生命。凡事奉主的都需要完全披戴
基督，出於基督，這才蒙神悅納。 
 



12月 5日 
事奉主其它的條件 

事奉主的人不可剃頭，也不可容髮綹長長，必須剪髮（參結四四
20-22）。剃頭就是背叛，讓頭髮長長是粗心；凡事奉主的不可走極
端，不能背叛或是隨便、粗心大意，必須受約束。事奉主的人不可
喝酒，必須儆醒，不能受世界的影響。事奉主的人不可觸摸死屍，
免受沾染成為不潔。死屍代表肉體，我們不能被任何的肉體沾染。
事奉主的人也不能娶被休的婦人為妻，只能娶以色列後裔中的處
女，或是祭司遺留的寡婦；意思是說，他們必須在主面前持守純潔。
事奉主是一件可畏的事，我們需要清潔、純淨、受約束、披戴基督，
否則何以站在祂面前，事奉祂呢！ 

 
 

慕道與初信問題解答 22 

 

問：雖然我信主的時間不算太長，但想知道，怎樣才可以參予教會 

的事奉？是等候教會的安排？是要有了恩賜之後，還是可將自

己的意願告訴負責弟兄？ 

 

答：感謝主，讓你有一顆盼望事奉的心。一個蒙了救贖之恩的人，

的確是應該有事奉的心志，因為這本來就是神對祂所拯救的人的要

求。聖經給我們看見，當神將以色列人從埃及拯救出來後，在西乃

的曠野，神就對他們說：「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祭司乃是事

奉神的，換言之，神要每一個以色列人都事奉祂。只可惜因着金牛

犢事件(出 32:25-28)，神才揀選這些站在神那一邊的利未人來代替其

他的百姓事奉祂(申 33:8-9;民 3:12)。到了新約，聖靈藉彼得告訴我們，

我們乃是被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參彼前 2:9)。所以我們蒙救

贖就得着了事奉祂的資格。然而，另一面，為着事奉，使神的家—

教會得建立，神又將恩賜給人。就如會幕的建造，神一面給每一個

以色列人參予(參出 25:2)，而另一面又以祂的靈充滿人，使人有智慧、

聰明、知識，能作各樣的工(參出 35:30-35)。如今也是這樣，經上說：

「祂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恩賜賞給人」(弗 4:8)。 

  所以論到你的問題，在教會中的事奉，我們自當儘量參予，但

另一面，我們也應注意，神賜給我們的恩賜。或說，我們怎麼曉得

神所賜我的恩賜？我們若按着聖靈藉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一至八節

裏，提到在基督的身體中，按着我們所得的恩賜來事奉，則我們就

看見他所最先提及的是：將我們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換言之，一

個要能按着神所賜給我們的恩賜來事奉的人，他必須先是一個將自

己奉獻給神，願一生為主活的人。其次，他再提到：不要效法這個

世界。意思就是，我們若要事奉神，就得注意不要把世界模樣，方

式帶到事奉中(這常是事奉上的難處)。要心意更新變化，察驗何這神

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也就是說，要明白神的旨意並按着神的

旨意來事奉。這是事奉神的最基本原則。然後，我們看見保羅才接

着說到在信心中我們各人按着神所賜，我們所得的恩賜而事奉。而

論到恩賜，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保羅在說到聖靈賜各人的恩賜，接

着說，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的肢體(參林前 12:12-27)，藉此說

到各個恩賜在教會-基督的身體-中，當如何的看待並配搭。我們在此

能看見神為着教會的建造，將不同的恩賜賜給我們，就如祂造我們

的身體，將大小不同的肢體，配搭在這身體上一樣。為着基督身體

的建造，神既然把各樣不同的恩賜給各個在這身體上的肢體，就自

然凡在這身體上的，必要從神得着祂所給予的恩賜。換言之，一個

蒙恩得救的人，在基督的身體中，是必然有神所賜予的恩賜的。所

以，我們不必擔心沒有恩賜，只是所得的恩賜大小、功用不同而己。

這一點也是我們所當認識的。或有人說，保羅在十四章裏不是說，

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嗎？不錯，但我們若細讀上下文，就會看見他所

著重的是造就教會，提醒那追求恩賜的，尤其那些重視得方言恩賜

者，保羅給他們看見恩賜的目的乃為造就教會，叫教會得建造，而

不是為滿足自己的私慾，所以重視得恩賜，應當切慕的是叫教會得

造就的。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