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暫停（改為在家中禱告，請參考敎會報告中的代禱內容）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主題（網上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查經 1（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彼此更認識（網上聚會）  

仁 愛 團：生活組（網上聚會）  

主 
 
 
日 
 
 

 

 

10：00 am 

 

擘餅聚會（暫停）  

信息聚會（網上直播）  

兒童及少年主日學 

各班兒童主日學（部分班級網上聚會）  

少年班 （網上課程）  

成人主日學 

青 年 慕 道 班：人的真相（網上福音信息）  

成 年 慕 道 班：（暫停）  

信徒造就信仰組： 

信徒造就生活組： 

專    題    班：《十二籃》信息選讀（網上聚會） 

聖 經 概 論 班：普通書信 － 希伯來書 （網上聚會） 

＊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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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全年學習主題「得贖的日子近了」（路21:28） 
2021–2022讀經計劃 

3/1（日） 4/1（一） 5/1（二） 6/1（三） 7/1（四） 8/1（五） 9/1（六） 
創 5-6 創 7-8 創 9-10 創 11-12 創 13-14 創 15-16 創 17-18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全球多國疫情仍持續，並且在英國出現更強感染力的變種，求

主管理；另外，部分國家開始使用疫苗，求主保守疫苗能夠發

揮理想的果效，盼早日能止住疫情。 

二、 香港疫情嚴峻並出現社區性爆發，求主憐憫，盼透過加強的防

疫措施，能有效控制疫情；並請為教會各種網上聚會禱告，求

主保守帶領我們每一次的聚集，滿有主的同在。 

三、 為著新年度（一月開始）教會各項服事禱告，求主加力給服事

的弟兄姊妹，讓眾肢體能在主裏彼此建立。 

四、 馬陳嘉慧姊妹的父親陳善昌弟兄於十二月廿六日（週六）因病

離世歸主，求主安慰姊妹的家人，並帶領安息聚會的安排。 

五、 記念身體有軟弱、家人有患病及因疫情影響工作的弟兄姊妹，

求主施恩看顧他們。 

 

聚會報告 

一、 疫情期間，請多禱告，倚靠主並學習彼此相愛，願主帶領我們

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通訊 

專題：竭力追求 (網上聚會 )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作忠心有見識的僕人（六）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         
經文：太廿四 45-47；來三 5；林前四 2          詩歌：369首 
 

太廿四 45-47「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裏的人，

按時分糧給他們呢？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我

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來三 5「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

事。」 

林前四 2「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一.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論到末後日子，主特別提出：「誰會得到福氣和稱許」的問題—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

他們呢？」每一個信徒，在神家裏（教會）都有一份功用：彼此服事、

互相扶持，向身邊的聖徒分享屬靈的供應；把神的話服事人，叫人得

著生命的滋養，活出神兒子的形像，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弗四 24）。
主再來時，那僕人就有福了：他要得著國度的賞賜。聖經稱許摩西在

神的全家盡忠（民十二 7），他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摩西因著信，就揀
選不做法老女兒之子，反而作奴隸之子；他不揀選財富、享受，反而

揀選凌辱、受苦。摩西的揀選，是因他有異象：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

受苦害，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

賞賜（來十一 23-27）。我們上一次提及摩西年幼時得到父母的悉心栽
培，他們培養孩子敬畏神、信靠神，願為神所使用的心，這也是每一

位父母與老師的責任和使命。因此，我們要有生活和信心的榜樣。神

今天也在尋找合適的人，成就祂的旨意。切勿輕視自己，你確是神所

揀選的一個器皿。不可輕視你的孩子或學生，他們可能是另一個摩

西，在這個大時代中，成為神忠心的僕人。 
 
二.   不斷接受神陶造的人生 

    神將一個很大的使命託付摩西，要他帶領整個以色列民族離開埃
及，脫離法老的暴政，作神國的子民。神為著使摩西成為合用的器皿，

在他身上有很奇妙的作為。摩西一生的年日是一百二十歲，可分為三

個階段，各佔四十年。第一個四十年是裝備時期；第二個四十年是磨

煉時期；最後一個四十年是盡職時期。 

1. 裝備時期：摩西父母因著信，把摩西藏起來，保存他的性命。他
倆對神的認識、信心和敬畏態度，成為摩西信靠神的榜樣。摩西

年幼時，被公主收養，送到王宮，接受最好的教育和裝備，學習

各種技能和學問。他把握機會勤力讀書，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

也接受軍事訓練，所以說話行事都有才能（徒七 22）。仍在學的
弟兄姊妹，要效法摩西，珍惜神所給的機會，努力讀書，裝備自

己，將來為神使用。這時期，摩西滿懷自信—以為凡事都「我能」。

有一日摩西要去看以色列人的情況，見一個埃及人打以色列人。

他抱打不平，打死那埃及人。他憑著血肉熱情，闖了禍，只好逃

到米甸。 
 

2. 磨煉時期：神磨煉摩西、要雕琢他。摩西在米甸牧羊，足足四十
年。他接受環境的限制和神在他身上的塑造，四十年裡好好照顧

神給他的羊。牧羊工作磨煉了他的忠心與謙和性格：因為人在小

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對於在職的弟兄姊妹，每份工作都

有主的旨意和安排，無論情況如何，只要是主給的，就要在主計

量的時間內，專心做好這份工作，是神對我們的磨煉。過了四十

年，八十歲的摩西，可有何作為？有一天他領羊群往野外去，到

了何烈山，忽然見到荊棘裡有火焰，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

就像摩西被放在一邊，被神雕琢、磨練，看見自己不過是一叢荊

棘，一無是處。摩西失去昔日的自信：神向摩西顯現，吩咐他帶

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並且在這山上事奉神。但他認為自己不行。

神再三吩咐他，甚至在他面前顯明神蹟，但摩西仍覺得不能勝任，

希望神另找別人。經過四十年的磨煉，他不再自高自傲，認識「我

不能」，但神沒有放棄他。神將自己啟示給摩西：「我是自有永有

的。」（出三 14）神是永不改變，自有永有的神，神承擔一切責
任，用能力托住摩西完成使命。摩西認識「神能」：他回到埃及，

開始人生最後的四十年。人遇見主就得著異象，並且一生受主差

派。 
 

3. 盡職時期：摩西最後的四十年很艱難，同時很有功效。神如何說，
他就如何作；神怎樣吩咐，他就怎樣行。摩西一次又一次去見法

老，遇到許多挫折，他完全照神的話而行。神做事的法則：要人

與他配合。若果摩西不去見法老，神就不會降災。我們去，神就

作；我們不去，神就不作。摩西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不為神出任

何主意，亦沒有加添或減少神的吩咐，因著這幾十年的生活磨煉，



摩西從認識「我能」、「我不能」到「神能」。自此，摩西完全配合

神的行動和遵從神的吩咐。無論大小事情，他都認真地盡忠職守，

完成任務。（出廿五 8-9，卅九 42-43，四十 16）。「摩西這樣行，
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出四十 16）他接受神的呼召，領
受託付，成就神的美意。最後，神給他的一生評價：他忠心於神

的託付，在神的全家全然盡忠（來三 2、5） 
 
三.   全心全力遵行神旨的四十年 

1. 從艱難和危機中學習成長：摩西帶領以色列族離開埃及，邁向神應
許給他們的迦南地。從西乃山向北走到迦南這一段徒步十一天可

達的路程，以色列人卻走了整整四十年。他帶領著二百萬以色列

民離開被奴役之地，奔向自由。神不單要摩西帶領以色列民離開

埃及往應許之地，更要引導和教導他們去認識神和知道怎樣事奉

神。摩西最後四十年的行程，遭受無盡的艱難險阻：在毫無外在

支援補給的情況下，摩西要負責二百萬人的衣食住行，還要一路

教導他們怎樣順從神的命令，怎樣忍受勞苦，怎樣相愛相助，培

養民族的自尊心和對神的信心。試問有誰能承擔這樣的任務呢？ 

2. 堅忍到底、始終信賴神：神透過不同的危機來訓練摩西，讓他學習
成為一位忠心的神的僕人。摩西所憑藉的是什麼？他唯一的憑

藉，就是神對他說過的一句話：「我要與你同在」。摩西相信神這

一句話必能兌現，正如希伯來書十一 27 所說的：「由於信心，摩
西離開了埃及，因為他如同看見了眼睛所看不見的神，堅忍到

底……」漫長的四十年中，「頑劣」的以色列人，多次違背神的命

令。神所行的一切神蹟，如過紅海、降嗎哪、雲柱火柱的引導，

他們對神仍沒有信心，沿路不住發怨言攻擊摩西：水不夠喝，沒

有肉食，甚至沒有蒜頭吃。遇見強敵則膽怯哭鬧，以色列人出埃

及地以後，滿了三個月的那一天，就來到西乃山，百姓拜金牛犢

犯大罪。神發怒要把他們都消滅，摩西為他們祈求神的饒恕。摩

西「堅忍到底」，始終信賴神能帶領以色列的子孫到達迦南！ 

3. 謙和寬容、遇攻擊不發怒：摩西的哥哥亞倫和姐姐米利暗聯合攻擊
摩西：說他不該娶古實女子為妻。這是表面的原因，真實的原因

記在民數記十二 2「難道耶和華單與摩西說話，不也與我們說話
嗎…… 」亞倫是哥哥，米利暗是姐姐，眼見弟弟講的話是權威，
百姓全都聽他，日子久了，心裡不好受；所以說：難道只有你一

人是權威麽？我們的意見不可以受到尊重麽？摩西面對兄姊的攻

擊卻默然不語，不爭論，他謙和面對。後來神顯現，責備米利暗

與亞倫，結果米利暗長了大痲瘋，整個以色列人的行程因而受阻。

摩西不但沒有暗暗得意或借勢反擊，也沒有忽視米利暗在曠野行

程中的重要地位，他以神的託付為重。他為米利暗哀求神，神聽

了摩西的祈禱，醫治了米利暗的大痲瘋。因著摩西甘願放下個人

的榮辱，凡事尊神為大，神家得以保存團結。亞倫和米利暗也被

挽回。 

4. 忠心神託付，凡事以神的家為念（民十四：2、11－12）以色列人
發怨言最嚴重的一次，不是埋怨生活飲食的問題，而是埋怨神帶

領他們到迦南地送死，拒絕進入應許之地！百多萬的以色列人向

摩西大發怨言，甚至要用石頭打死摩西、和規勸他們的約書亞和

迦勒。摩西俯伏在以色列全會眾面前，然後耶和華向以色列人顯

現，仍然對摩西重覆在西乃山上所說的，要滅絕以色列人，叫摩

西的後裔成為大國。摩西不但忠心，而且有見識：他很清楚神要

他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的使命。雖然以色列人多次發怨言，他都

堅定不移，因深知蒙召是為神的百姓，成就神的旨意，不是為自

己的家族後代。神給摩西的「總評」，是他的「忠心」不是為自己，

乃是為「神的全家」（民數記十二 3）。我們在神家學習事奉，要有
摩西的寬大心懷，個人的得失榮辱算不得甚麼！此外，還要為批

評自己的人禱告，求主使用，目的只為了叫神的子民蒙福，神的

國得以被建立。摩西對神的全家盡忠，是我們應該效法的。今天

我們為神的家擺上了什麽？我們從神領受的時間、精神、力量，

金錢到底如何運用？我們花了多少時間去尋求明白神的真道？為

救人的靈魂費了多少力量？我們願意為神的家放低自我榮辱嗎？

求主施恩，願我們一生也為神盡忠！  
 
四.    總結 

    主再來與末日審判的日子已迫近–主說：「總要儆醒禱告」，也要
預備。今天是 2020 年的最後一個主日，我們在過去這一年，有否好
好預備自己，努力傳福音，迎見主再來？主呼召我們要作個忠心有見

識的僕人：按神的旨意盡忠職守。保羅說：「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

有忠心」（林前四 2）。好管家要按時分糧–每一個信徒，在神的家裏
（教會）都有一份應盡的職事，「分糧」就是把神的話和在神的生命

裡服事人，叫人得著生命的滋養和供應。神注重的，是忠心可以信託

的人。當主人回來，那僕人就有福了，主要派他管理一切事情。今天



我們面對疫情，當世界都在惶恐不安底下，正是主量給我們艱難的處

境，是接受挑戰和操練的日子。主稱許：天國子民的生活和工作，若

以主的話和應許為根基，就是聰明人，經得起從各方面環境來的考

驗。主恩典豐足，可幫助我們面對一切困境，縱或有時會像摩西一樣

險象橫生，危機四伏。但衹要堅忍靠主，必能迎難而上，神的僕人必

定看見主釘痕手的撫摸和經歷主愛的眷顧。黑暗已深，白晝將近，主

必然得勝。我們要信靠主，常常竭力，多作主工。主必快來！ 
  □梁景法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1月 3日 
因此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就得與神
的性情有份。（彼後一 4） 

在某地有幾位姊妹，總是常在一年開始時向神求應許，作她們
每年的總結。其中一個姊妹生性焦慮，每逢她回想過去，展望將來
的時候，總是膽戰心驚。她把她實際的情況告訴神，結果從神那裏
得著這個應許：「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
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賽四十一 10）這段經文裏面六個「我」字，三個「必」字，叫這
位姊妹不能不低頭敬拜神。這個應許是那麼豐富，叫她深受感動，
樂極而泣。從此以後，每次當她遇見難處或試誘，她就向自己，也
向神，把這些話重讀一遍。就是這樣，多年以後，她仍能剛強有力，
靠著主站立得穩。 

 

1月 4日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羅十三 12） 

基督是世上的光，祂現在已經離開了這地上。從祂升天一直到
祂再來的這一段時候，這個世界的歷史就如漫長的黑夜。在人看來，
這個世界是愈過愈美好，愈光明，可是，根據神的話，這正是「黑
夜已深」的時候（羅十三 12）。 

「我們正身處在黑夜中，周遭充滿了黑暗。你能感受到你四圍
的黑暗嗎？」你能感受到你周圍的黑暗嗎？如果我們是行在光中，
並且因著住在基督裏能與神同行，不斷給我們肉體的行為定罪，又
順服聖靈的帶領，如此，我們自然能領會現今果然是一個黑暗的世
代。 

 

 

 

 

 

 

1月 5日 
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
（啟一 17,18） 

沒有復活，就不會有生命。在伊甸園內，人可以看見生命樹。
可是今天，只有復活能帶來生命，因為死亡已經臨到了眾人。生命
是經由復活表明出來的。因此，不經過復活，沒有人能進到神面前。
今天，我們信徒裏面的生命是已經經過復活，所以叫作復活的生命。
啟示錄這句話是何等精美：「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
遠。」今天的問題不再是怎樣存活，而是怎樣從死裏復活。主現在
是站在復活的地位上，我們也要站在同樣的地位上。只有在復活的
地位上，人才可以進到神面前。一切都必須經過死亡然後才得著生
命。 

 

 

1月 6日 
他給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說，因我把他從水裏拉出來。（出二 10） 

 摩西出生三個月後就給放在水中，後來法老的女兒把他從水裏
拉出來，把他收養作兒子，因而給他起名叫「摩西」，意思是「從水
裏拉出來。」摩西是首先給拉出來的，以後以色列百姓步他的後塵，
也給拉出來（過紅海的經歷）。在曠野的時候，神首先對付摩西。後
來摩西把以色列民帶出埃及以後，在同一的曠野裏面，神在那裏對
付祂的子民。除非我們自己先得釋放，否則不能冀求別人得釋放。
如果我們沒有異象，也不能希望別人能看見神的道路。今天神盼望
先來對付我們，等到祂得著我們中間的一些人，我們才有把握可以
得著其他的人。 

 



 

 

 

 

 

1月 7日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太十一 28） 

 有一次我到一個村莊傳道，體驗到擔重擔的滋味。那村莊在山
的那一邊，舟車不便。我就坐船到某一個地點，然後走路越過山峰。
我帶著許多福音單張和書籍，還有一些衣物及食物。走了二十步，
我覺得還可以，但是愈走愈覺得那重擔難以忍受。我心裏想：只有
快一點抵達，就可以卸下重擔休息。可是烈日當頭，路上不見樹木。
就在這個時候，我才領略到罪人勞苦擔重擔的滋味。你們當中可能
有人還沒有信主耶穌，所以沒有安息。那麼你們要走到哪裏去？請
聽主耶穌所說的話：「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
你們得安息。」 

 

1月 8日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
我們呼叫阿爸，父。（羅八 15） 

 人接受了主，我們就說他不光是得救，而且是已經重生了。意
思是：這個人是從神生的，從祂那裏得著新的生命。有了神的生命，
消極方面說，他不只是覺悟前非，而是在積極方面，他是認識神，
因為他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而是兒子的心。自然就覺得神是可親
近的，而且稱祂為「阿爸，父」，這是何等的甜蜜！「聖靈與我們的
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羅八 16）所以，知道神是父這個認識，
正是這個生命內在的醒悟。 
 

 

 

 

 

 

 

 

 

1月 9日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
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十八 18） 

 我們頂熟悉這一段主所說的話，但是必須知道這段話是指著禱
告說的，是明顯指出禱告和神作工的關係。神在天上只會捆綁或釋
放祂在地上的兒女所已經捆綁或釋放的。有許多事物都必須受捆
綁，但只是神自己，祂不會去捆綁。祂希望祂的子民在地上先捆綁
這些事物，然後祂在天上也捆綁。同樣地，許多事物必須得釋放；
可是神不願意只是祂自己去釋放。祂要等待祂的子民在地上釋放這
些事物，然後祂在天上也釋放。請想一想：在天上所有的行動，都
是受地上的動作所管理。神是樂意把祂所有的工都放在祂子民的控
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