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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4/10~ 4/16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1:30 AM 

專題追求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艾東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5 月 28~30 日的的福音營請向陳憲明和王艾東弟兄報名。 

二、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家訊信息】雅比斯的禱告 

經節:  『他母親給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說：我生他甚是痛苦。雅

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甚願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

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他所求的。』(代上四

9-10) 

這是一件人類悲慘的故事。這裏說到一個小孩子生來就苦，叫他

的名字為『苦痛』，甚至他的母親更不願生這個小孩子。或者這個

小孩子，叫她想起她的羞恥與憂愁；所以這個小孩子從孩提時期，

便充滿了苦痛與憂傷。或者也沒有人愛護他，到後來，這個小孩子

長大了，他無別方法，只得呼求神。我們在本章讀著『雅比斯求告

以色列的神說：甚願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

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應允了他的禱告，他的憂愁卻變為喜

樂。  

是的，我們可以勝過最劣的環境，即便苦痛的幽谷，可以成為希

望之門。一切的秘訣都在乎我們禱告神，求祂賜福。 

雅比斯的祈禱，開始就是對的；他說：『甚願賜福與我』。他不

先求神改變他的惡劣的環境，求神改變他的自己，我們的事情不

好，都是因著我們不好。我們的心若對得住神，便充滿了基督的生

命與喜樂，雖到地獄，也是快活；所以我們先得改變自己。 

雅比斯開啟了眼光，求神擴張他的境界。他的環境雖不好，但是

還有別的地方，所以他求神賜他一個更大的地方。有許多人不快

樂，是因為他們住的地方太小。你當跳出自私自利小世界，進到神

的大宇宙中去，在那裏你可以幫助別人，你可有極大行善的機會，

那極豐富的產業才可以得享。 

雅比斯又祈求神常與他同在。他要與神同活、蒙神引導、被神充

滿。他既有神的生命，誰能抵抗他？ 

他末了的祈禱：『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原文作「不作

惡、不憂愁」) 他不求天上無雲，玫瑰花無刺，他只求雲外見日，

刺內得花，神能除去罪惡、能使憂愁無害，無懼死亡，經過一切，

得勝有餘。我們有了痛苦，不要以此為絕好的機會！神要使我過得

勝的生活，得到永福之地。 

天父！我主耶穌基督的父！我們要更加認識美好的旨意，我們常

是怨天尤人，怪環境惡劣，常常尋找改換地方，其實我們急需的，

乃是改變我們的心，擴大我們的眼界。主阿！求聖靈充滿我們的

心，使我們在各種地位、各種境界上都能得勝有餘，求主祝福我 

們，擴張我們的境界，奉主耶穌的聖名。阿們！──宣信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神的國與主的再來 
內容：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1~10 節記載關於主所教導的四個主題：(1) 

絆跌人，(2) 赦免人，(3) 運用信心，和(4) 服事的態度。1~4 節主勸

勉門徒不要絆倒人，因為絆倒人是一件很嚴重的事；而對得罪自己

的弟兄，要勸戒並多次饒恕他。接著在 5~6 節，我們讀到使徒們求

主加增他們的信心。主的回答顯示，信心的問題本不在大小，乃在

於運用，因為信心雖微小如芥菜種，亦能拔樹移山。然後在 7~10

節，祂用一個比喻教導主的僕人所應有的謙卑態度。僕人應完全為

著主的享受，而且認識自己是無用的僕人，所作的只是分內之事，

一無可誇。 

10~19 節記載主耶穌在撒瑪利亞潔淨十個痲瘋病人。主往耶路撒

冷，途經撒瑪利亞和加利利，進入一個村莊。有十個長大痲瘋的人

迎著祂的面而來，遠遠站著，並且高聲呼叫並期望祂可憐他們。祂

要他們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而他們去的時候就潔淨了。然而十個

人都得了醫治，只有一個撒瑪利亞人回來歸榮耀給神並感謝祂。主

告訴那撒瑪利亞人說，『你的信救了你了。』。他不單是身體得了

醫治，並且得著了賜恩的主。  

20~37 節記載主教導有關神的國與人子的再來。首先，法利賽人問

神的國何時到，主回答說，神國是眼不能見的，因為神國在人裡

面。接著，祂又對門徒說，人無法看見人子的日子，因此不要受人

的迷惑說基督在那裏。主的再臨好像閃電，從天這邊閃到天那邊，

以致所有人都知道祂來的日子到了。主耶穌再次告訴門徒，在任何

這些事發生之先，祂要受許多苦，又被那世代棄絕。祂也藉著提出

挪亞的日子及羅得的日子所發生之事例，警告人子降臨的日子日子

是突然來到，而祂要審判那些反對祂的人。最後，主勉勵他們要成

為被提的得勝者。因為當主降臨時，祂要分別誰是得勝者，而人是

否追求靈命的長進和服事主的動機和態度，將是祂『取去一個，撇

下一個』的根據。所以不可留戀世俗，像羅得妻子貪愛世界，她回

頭一看，變成了一根鹽柱(創十九 17，26) ；而凡喪掉魂生命的人，

在主再來時必得著獎賞。 

鑰節：「我對你們說，當那一夜，兩個人在一個床上，要取去一

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兩個

人在田裏，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路十七 34~36】 

提要：如果我沒有弄錯，這是新約聖經裡一段敘述我們對被提呼召

的反應。在那時刻，我們將要發現我們心裡的真實財寶是放在哪

裡。如果主耶穌自己是我們的至寶，那我們必不用回頭向後看。

哦！多少時候，我們愛慕神的恩賜，過於愛慕那賜恩者。讓我再說

一句，我們甚至會愛慕神的工作，過於愛慕神自己。但「當那日，

人在房上，器具在屋裡，不要下來拿；」（路十七 31 節）舉例來

說，我正在忙著寫，並有聲音說：「你上來」，但我的反應卻是：

「那我寫的書怎麼辦呢？」這樣一來，我好像是在「房上」，卻下

去關心我所寫的那本書——這項似乎是寶貴的工作，就好比一個釘

著的木椿，把我牢系在地上了。這豈不是一個可怕的可能嗎？這個

問題重的關鍵乃是：到底我的心在哪裡呢？―― 倪柝聲 

默想：得勝者的被提不是偶然的，毋忘預備！ 

禱告：主啊，願你今日在我們心中作王，那日我們被提，在神的國

中，享受與你的同在。 

【在職聖徒見證】職場生涯 敬虔度日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經濟活動蓬勃，金融從業員須面對錢財的

引誘、繁忙的工作和沉重的壓力。置身其中的基督徒當如何自處？

以下是幾位金融界聖徒的見證：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5月28~30日的的福音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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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倚靠神 

已往我一直從事資訊科技，○六年神帶領我進入一間中資銀行，

自此在銀行界發展。銀行界十分講求效率、利益和速度，我的主要

職責是從龐大的客戶資料庫尋找客源，然後交給前線同事跟進，向

客戶推銷產品。我的工作必須快而準，千萬不可出錯，否則會影響

其他同事，因此承受很大壓力。○八年爆發金融海嘯，同期本港發

生「雷曼迷你債券事件」，我被委派調查誰人可獲賠償。這實在是

一項責任重大的任務，只要將賠償標準稍為更改，便會導致多人損

失慘重！  

雖然這份工作壓力沉重，卻是與我有益，讓我認識自己的不足，

因而更多倚靠神。我在這間銀行工作了兩年，眼見同事逐一離開，

兼且上司開始對我諸多挑剔，我便考慮是否辭職。一○年初上司突

然離職，新上司對我不錯，於是打消了離職念頭。過了一段日子，

我感到工作沒有突破，缺乏挑戰，於是禱告求問前路，結果神帶領

我到另一間銀行擔任市場銷售。  

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當工作有困難時，神沒有讓我轉職，要

我學習倚靠他；當工作平順時，神要我離開舒適地帶，接受新挑

戰。無論我們在甚麼處境，都要倚靠神，聽從他的帶領。(杰)  

敬畏耶和華 

我在金融界工作已有三十多年，在銀行界任職十五年，在保險界

任職十七年，經歷多次股災，深感業內人士的最大挑戰，就是錢財

的迷惑和今生的驕傲。回想初出道時，股市熾熱，同事叫我買股

票、賺大錢，那時未信主的我，傾盡所有積蓄入市，結果股市下

跌，損失慘重。  

聖經有許多關於「錢財」的論述，其中一處說：「少有財寶，敬

畏耶和華，強如多有財寶，煩亂不安。」(箴十五 16)我們是否相信

這話？還是如世人一樣只顧賺錢？信主之後，我曾想過藉買賣股票

謀利，賺取充足錢財後，便可安心事奉主，結果在股市裡一敗塗

地，得了沉重教訓。在金融界工作，眼見人來人往，熱錢流來流

去，深感錢財實在是「無定的」(提前六 17)，故此要以自己所有的

為知足，要保守自己的心，要讀經、禱告，好好地過教會生活。已

往的銀行工是鐵飯碗，薪高糧準，但我希望在事業上有新發展，並

訓練自己多接觸人，以便傳揚福音，於是投身保險行業。保險業令

我賺到更多金錢，但我求主保守我有智慧用錢，將錢財用在主的事

工和教會的開展上，這才有真正的價值。  

除了錢財的迷惑，金融從業員也很容易會有今生的驕傲。當我們

身處高位，要認識一切都是神所賜與的，沒有甚麼可誇，只管做好

自己的本分；與同事相處，要作鹽作光。當我們為著主，主也為著

我們。記得當公司的新行政總裁上任，要求提升業績，我便與同一

組別的基督徒一起禱告，結果順利達標，其他同事都知道我們有良

好業績，是因神的幫助。「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

便是聰明。」(箴九 10)神的話是千真萬確、可經歷的，願我們在工

作崗位上一直敬畏神。(富)  

明確的目標 

 我大學畢業後，在北美做了十年的核數工作，回港後在商界打

滾了幾年，現今在一間外資銀行擔任財務總監。我的工作十分忙

碌，每天要回覆的電郵，少則五十個，多則一百個，又要常常開

會，應付證監會、銀監會等官方機構的法規要求。主說：「人若賺

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

呢？」(太十六 26)恐怕我們未賺得全世界，已經賠上了生命。面對

繁忙的工作，如何是好？  

出埃及記十八章記載，摩西從早到晚審判百姓，以致疲憊不堪，

於是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分派他們管理百姓。這段經文題醒

我：獨個兒無法完成所有事情，要學習分配工作，挑選一些有才幹

的人做事，讓我可以專注於最重要的工作。每天早上，我首先都會

預備一份工作清單，訂立明確的目標，這樣就不會浪費時間，確保

完成所有任務。  

時間是最寶貴的資源，該如何善用？最重要的是，每天都要來到

主面前。「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

(林前九 26)主就是我們的人生目標，願我們都將時間花在主身上。

(材)  ──香港教會家訊 

【親子關係】親恩五作 

經節:  帖前二：7,11 

想塑造兒女成為美麗的作品嗎？ 

父母必須扮演多重角色── 

作之雙親：養育、保護、供應。 

作之導師：教導、啟發。 

作之玩伴：遊戲、休閒、運動。 

作之朋友：分享、鼓勵、傾聽、支持。 

作之教練：實習、操作。 

傳統華人文化模式，父母在雙親和導師的角色上考得高分。在玩

伴上，近年很有進步。作兒女的朋友和教練這兩項，仍有待努力。 

兒女成長過程中，人格的均衡發展，需要這五種關係的互動，才

能塑成美麗的人格。缺乏其中幾項，會使兒女生命單調化、偏極

化。比如，父母只習慣作雙親，忽略作兒女無話不談的好友，管教

起來又十分嚴厲，至終兒女敬父母而遠之，不敢親近。 

作之雙親， 加上公義與慈愛的均衡調和； 

作之導師， 加上律法與恩典的均衡調教； 

作之玩伴， 加上傳統與創意的均衡調味； 

作之朋友， 加上依靠與獨立的均衡調理； 

作之教練， 加上約束與自由的均衡調養； 

兒女會成為父母的光榮，神的傑作。 

默想： 

(1) 上述親恩五作中，哪幾個是我的長處，已經做到，感謝神！(提

前三 4) 

(2) 哪幾個尚未做到？我可做哪幾件事，來強化我的不足？ 

(3) 我所不足的地方，我的配偶可以補充嗎？我怎樣告訴他/她，我

多麼感激他/她？ 

(4) 禱告求神幫助我/我們的缺失。 

本文出自於李順長牧師所著，「做你家人的好家人」，p.73.. 

【沉睡燈熄】慕迪說了下面一個故事，策勵作父母的要發光照亮

兒女，不可任其死亡。有艘捕鯨船，出航已有三年之久。這艘船上

有位水手的父親是看管燈檯的。他翹望兒子早日返家。這艘捕鯨船

返航時候到了。一天晚上，海上起了一陣狂風，這位父親卻沉沉睡

著了，在他睡著之時燈塔也熄滅了。及至醒來，遙見海邊漂著一艘

破船，他立刻跑了過去，看看是否能救還活的人。叫人悲慘和驚嚇

的是：頭一具漂向岸邊的屍體竟是他的兒子。他久已翹望兒子歸

來；兒子也已可以望見家門，卻因父親一時沉睡，未讓燈塔點亮而

喪生，能不痛悔！ 

慕迪說，這對那些燈已熄滅的父母而言，可資鑒戒。作父母的若

不為著神和永生教訓兒女，而自己只思念地上的事，不思念天上的

事，活不出基督，叫兒女看不出信了基督有什麼好處，他們的兒女

也許明天就會死去，而不再有希望。當念經上的話：「趁有指望，

管教你的兒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十九：18）。——林元

度《造就故事真理與靈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