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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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樂（網上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肢體相交  1（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認識聖靈 (二 )（網上聚會）  

仁 愛 團：2020世界大事與主再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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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信仰（網上福音信息）  

成 年 慕 道 班：（暫停）  

信徒造就信仰組：救恩（網上聚會） 

信徒造就生活組：禱告生活 (查經 )（網上聚會） 

專    題    班：《十二籃》信息選讀（網上上課） 

聖 經 概 論 班：普通書信 － 希伯來書（網上上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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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日） 25/1（一） 26/1（二） 27/1（三） 28/1（四） 29/1（五） 30/1（六） 
創 46-47 創 48-49 創 50-出 1 出 2-3 出 4-5 出 6-7 出 8-9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教會新一年的主題學習禱告，好讓我們因著看見得贖的日
子近了，能繼續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並在主裡有更好的追求、

預備自己，挺身昂首的等候主的再來。 

二、 請記念 2 月 20 日網上的新春佈道會，求主預備弟兄姊妹的心
志、在各樣的服事及邀請福音朋友上同心合意擺上，把人帶到

主面前，讓主得著更多人。 

三、 請記念每主日的信息聚會，為作出口的弟兄禱告，求主使用當
中所釋放的信息，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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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定於二月二十日（週六）下午三時有網上「新春佈道會」，
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盡量邀請福音朋友依時收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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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得贖的日子近了- 信心中的持守(一)  詩歌：322首 
經文：希伯來書三章 7-19節 

 

感謝主，又賜給我們新的一年，雖然因着疫情我們仍必須在網上聚

會，但深信主還要引導我們前面的道路。自然，我們尚需禱告，仰望主

的憐憫，使我們能早日恢復到正常的生活中。也求主使我們處在這紛亂

的環境中，信心不動搖，在盼望中忍耐；在愛中成長。今年教會負責的

弟兄們以路加福音 21章 28節裏的「得贖的日子近了」，來作我們全年的

主題。但願主藉着弟兄們把主豐富的話賜予我們，聖靈也常引導我們進

入神話語的實際。 
 

一、 聖靈有話說： 
所讀經文，顯然為極嚴肅的話。「聖靈有話說」，按原文直譯：「正如

聖靈說」。故然，整本聖經都是聖靈藉着先知、使徒們所說的話。但如此

以「聖靈有話說」，在全新約中卻是唯一的一次，可見所要說的話之嚴肅。

不錯，接着說的內容是引用了詩篇 95 篇 7-11 節的話，但使徒卻沒有像
四章 7 節引用同樣的話時說：「在大衛的書上」。當然大衛是在聖靈的感
動裏發表神的話，但這樣以「聖靈有話說」來宣示，顯然是要我們格外

的留心。並且這話說「今天若聽見祂的話，就…」。詩篇 95 篇距離使徒
這時候已有一千年，但那日神藉大衛呼喚神的百姓說：「你們今天聽祂的

話」，聖靈仍以「今天」來對神的教會說。就同樣地，我們「今天若聽見

祂的話，也不可硬着心」。這記在詩篇 95 篇上的話，乃是神百姓在曠野
的一段可怕的故事。因為這裏說：「神在怒中起誓說，他們不可進入我的

安息」。他們的結果如何？乃倒斃在曠野。這實在是可悲又可怕的故事。

保羅在林前十章裏說：「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

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可見聖靈把這樣的話記在經上，對我們是何

等警惕。 
 

二、跟着摩西從埃及出來的人： 
    第 16 節說：「那時聽見祂話惹祂發怒的是誰呢？豈不是跟着摩西從
埃及出來的眾人麼？」換言之，這些人乃是經歷過神的救贖、拯救的人。

出埃及記給我們看見，他們原在埃及為奴，終年給法老作苦工，甚至連

活命的指望都沒有。然而神的憐憫，聽了他們的哀聲，眷顧他們的苦況，

打發摩西去把他們領出來。但是，神救他們出埃及是為着甚麼？乃為把

他們帶進迦南那應許之地。然而這些百姓卻在這條道路上迷糊了，以致

惹動了神的怒氣，起誓不容他們進入那地。弟兄姊妹，我們今天的情況

有否也像他們一樣？我們都曉得，在屬靈的意義上，埃及乃是代表在世

界的王手下罪惡的世界，這也正是我們未蒙恩前的景況。但感謝神，因

祂愛我們的大愛，把我們從罪裏拯救出來，使我們不再作罪的奴隸。我

們也像以色列人一樣，不只因着羔羊的血免去神的滅命，且吃了羔羊，

出了埃及，經過紅海而走上了往應許之地路。基督作了我們的生命，受

浸歸了基督，並有聖靈引導我們的旅程。然而我們是否也像這些百姓一

樣，不能進入祂的安息？ 
 

三、不能進入安息： 
    迦南是流奶與蜜之地（出 3:8,申 8:7-9），在屬靈意義上乃指在基督
裏的豐富。感謝神， 我們蒙恩，祂召我們與祂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一同得分（林前 1:9），使我們在基督裏得享神的一切豐盛（西 2:9-10）。
但是在這裏聖靈的話卻說，他們不能進入安息。以安息來形容神所帶領

他們要進入的迦南。換言之，神的救贖，乃是要把我們帶進祂的安息中。

甚麼是神的安息？創世記第二章告訴我們：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

畢，就在這日竭了祂的一切的工安息了（2-3）。神的創造已作到完全了，
祂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了，神就安息了。換言之，安息就是神所作的完

全了。所以這希伯來書裏也勸勉我們要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6:1）。主
自己亦說：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 5:48）。今天，我們
為甚麼不能安息？因為我們還有許多的殘缺，我們的品格，屬靈的生命

還有許多的不完全。但我們要感謝神，祂卻要把我們領進祂的安息中。 
 

四、將起初的信心堅持到底： 
    從埃及到迦南，經上說，非利士地的路雖近，神卻不領他們從那裏

走，神領百姓繞道而行，走紅海曠野的路（出13:17-18）。神為甚麼要帶
領百姓走曠野的路？一面神說，恐怕百姓在這非利士的路上遇見打仗後

悔，就回埃及去。而另一面，我們看見，神在這曠野的道路上，是為讓

百姓更多經歷神的恩典，並給予他們在生命上的造就，信心的試煉。所

以在這曠野裏，經上說，他們吃了靈糧，也喝了出於那隨着他們的靈磐

石所流出來的靈水（林前10:3-4），同時，神亦以雲柱、火柱來引導他們。

再者，神更把祂的誠命律例賜予他們。按理他們應該是滿心感謝神，因

為如摩西對他們說的，有那一大國的人，有神與他們相近像耶和華我們

的神？（申4:7-8）然而他們竟是惹動了神的怒氣，以致神在怒中甚至要
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這是因何之故？本來就是走這曠野

的路，到達迦南，包括他們在西乃停留十一個月，也最多需要兩年（參

出19:1,民10:11-12,申1:2），他們在出埃及後的第二年底就已來能了迦南



地門口，就已能進去了。但是結果他們是多費了三十八年的時間，在曠

野飄流，並且一代的人都倒斃在曠野。這原因聖靈的話在這裏清楚說，

就是因着他們不信的原故（19）。可見進入神的安息與信心發生了何等的
關係。不是神不願把他們領進去，乃是他們對神的不信。聖靈的話在這

裏說：他們的祖宗在曠野試探神，即便經過了四十年，觀看了神的作為，

但是他們心裏卻常常迷糊，不曉得神的道路（這「作為」與第九節不同，

原文乃是道路）。 
 
    今天神拯救了我們也是一樣，祂留我們在這世上，叫我們經歷祂的

恩典，也藉各樣的環境來鍛練、造就我們，以使我們能達至完全的地步，

能在神的安息中。然而，多少時候，我們也像這些以色列人，心裏常常

迷糊，雖然也看見神的作為，卻還不曉得神的道路，忘記了神那救贖的

目的，落在對神的不信之中，中了撒旦的詭計。撒旦不只興風作浪，以

難處，敵人來威嚇我們，也時常叫我們看環境，亦像以色列人一樣，常

回想在埃及，他們忘記在那裏為奴的生活，卻只想在那裏有魚吃，有黃

瓜，西瓜、韮菜、葱蒜。回頭想我們舊日的光景，只為迷糊我們的心，

不相信神。所以聖靈的話在這裏不只把這些以色列人的故事，他們所遭

遇來警戒我們，要謹慎，免得存着不信的惡心。也提醒我們：「要將起初

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基督裏有分，才能一

直享用在基督裏的豐盛。進入神的安息中。 
 

    我們的主確實快要再來了，我們得贖的日子實在是近了，只是在這

最末了的一段路程，我們的信心是否堅定，是否在神面前仍持守着？相

信祂所應許的？聖靈的話說：「你們今日若聽見祂的話，就不可硬着

心…；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

心裏就剛硬了」。願主幫助我們，恩待我們。使我靠着主，在信心中持守，

儆醒，等候那得贖的日子來到。           
□ 黃漢先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1月 24日 
照祂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
的忍耐寬容。          （西一 11） 

 神的能力在信徒心中運行的時候，他們中間就顯出和平與協
調。神的能力中最大的是祂榮耀的權能。有了這個榮耀的權能，我
們就能活出意想不到的奇蹟──「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這
是神的能力最奇妙的顯出。用耐心去應付一個惹人煩惱的信徒，要
比等候在神面前禱告更不容易。要常存忍耐是十分困難的，但是藉
著神的能力，我們就可以作得到。當基督徒接受並充滿神的能力的
時候，他就能與人和平共處，並且能向人忍耐又寬容。 
 

 

1月 25日 
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

（羅九 1） 

 我們得救重生以後，良心就活過來了，主耶穌的寶血洗淨了我
們的天良，我們的良心就變得敏銳。在我們的良心裏，聖靈印證我
們的生活行為。犯了錯的時候，聖靈就在我們的良心裏責備我們。
我們要留意，凡是我們的良心責備我們的事，毫無疑問一定是已經
給神定了罪；因此，如果我們的良心指出我們作錯了，那件事一定
是錯的。我們就必須認罪悔改，尋求主的寶血的洗淨。只有帶著純
淨清潔的良心，我們才可以事奉神。 
 
 
 
 
 
 

 
 
 
 
 

 
1月 26日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太七３） 

 這節經文的上文，主告誡我們不要論斷人，教導我們要心存憐
恤。在所引用的經文中，祂告訴我們，論斷人是不對的。毫無疑問
的，那人眼中必定有梁木，因為如果他看見別人眼中有刺，那就肯
定他自己眼中有梁木。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你如果能看見那麼小
的刺在你弟兄的眼中，你一定是很熟悉這樣的事，換句話說，你在
這種罪惡的事上必定是有過同樣的經驗，你才能那麼容易覺察出
來。就像中國有一句諺語說：擒賊用馬快。正是因為自己犯罪纍纍，
對弟兄的過失就多有批評。 

 
 

1月 27日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裏面活著。            （加二 20上） 

 有一件事我們必須特別留意的，就是神為我們所預備的救恩，
我們必須把它完整的接受過來。我並不相信「無罪的完全」，就是「拔
除罪根」這種說法；但我相信神能把我救到底。我也不相信十字架
把我消滅這回事，但我相信主在十字架上為我死了。神並沒有拔除
我的罪根，但祂把基督賜下來，住在我裏面。以前是基督在十字架
上為我死，現今祂是活在我裏面，也替我活。神救恩的範圍有多大，
我所享用的救贖也有多大。我們不必再保留自己的壞脾氣、不潔、
焦慮，或肉體的私慾。神不只能把我們從一切的壞拯救出來，祂也
把祂所有的好給了我們。 
 
 
 
 



 
 
 
 
 
1月 28日 
只剩下我一人。我見了這大異象便渾身無力，面貌失色，毫無氣力。 

  （但十 8） 

 人受光照，就滿得豐富。但希奇的是，當我們受到光照的時候，
我們這一面所感覺到的，不是增加，而是減少。因為光臨到的時候，
就會驅散自己以前所看見的，也把自以為有的一切都毀掉。在神的
光照下，事實上我們會有加增，可是我們卻毫無這樣的感受！神既
然賜下光來，你就以為自己多有所得，但是事實上你並沒有看見甚
麼。若是你真的能看見的話，在感覺上，你只感覺空虛，好像你在
屬靈生命的路上，你還沒有開步走。一個生命真正豐盛的人，在神
的光照下，一定會感到自己毫無所有。 
 
 
 
 
1月 29日 
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你們的罪惡使祂掩面不聽你們。 

  （賽五十九 2） 

 有一次叼雷弟兄(R.A.Torry)在某地講道，有一個大學生走來跟
他說：「以前我是相信神的，但是最近我不再信祂了。因為我看過很
多書，閱讀多了，就把神也讀丟了。」叼雷先生回答說：「你不用騙
我。我以前也是大學生，唸了不少書，也得了博士學位，我卻沒有
唸到把神都丟了。讓我問你一個問題：你現在不再相信神，那你的
道德生活如何？」那學生據實回答說：「我承認我的道德大不如前。」
叼雷先生的結語說得好。他說：「我不必跟你辯論。如果你能放下惡
習，恢復像以前過較為正直的生活，神會馬上回到你那裏。」事實
正是如此。有許多人不信神，並非有充分的理由，只不過他們罪孽
太重，阻擋他們不能相信，結果淪為無神論者。 
 
 

 
 
 
 
 
1月 30日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裏出去。我
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裏降
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啟三 12） 

 今天神所用的器皿，就如起初所顯明的事實一樣──不是個別
的，在本質上是集體性的；換句話說，那就是教會。 

 或者有人會提出關乎教會裏面的得勝者的問題，不錯，教會十
分需要得勝者，但是這些得勝者所作的見證，是為了整個團體的益
處，不是為個人。得勝者並不是一批自視優越的人，自以為比別人
強而把人推在一旁，絕對不是。他們是為整個身體作工，他們作工，
就叫全教會得益處。得勝者並非是為自己求好處，他們是站在教會
的地位上，把教會帶到成熟的地步。因此，得勝者的勝利也就成了
全教會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