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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6/26~7/2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00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李景譯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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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路加福音第廿三章 

。 

 

 

 
 

【家訊信息】按神旨意服事這世代 
神怎樣看時間 

聖經是神向人的默示，不受時間限制，當中的原則在每一個世代

都可應用(提後三 16)。然而，我們這些活在時空限制裡的人，不能

領會甚麼是永恆；若要明白神向我們說的話，需要神特別的慈愛、

憐憫和寬容。神是永遠無限的，對時間不需要甚麼看法，但為著讓

我們明白、接受他的話，就把對時間的看法告訴我們。「親愛的弟

兄阿，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

日。」(彼後三 8)「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

更。」(詩九十 4)這就是神對時間的看法。  

今天我們活在一個非常特別的時空點，在人類的歷史裡，不是每

一個世代都是跨世紀的，跨千年就更少了。現在是二○一一年，所

有超過十一歲的人都在香港這彈丸之地經過跨世紀，也經過跨千

年。當人進入新的世紀、新的千年時，覺得是全新的開始，心情自

然興奮，但回顧這十年，已發生多個特大的天災人禍，例如：九一

一事情、金融海嘯，以至最近的日本地震、海嘯和核輻射洩漏。這

只不過是這千年來頭十年的事情，十年不是短時間，是一千年的百

分之一，但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在神眼中十年不過是一

天的百分之一，即十四分鐘廿四秒，這時間是我們不容易感覺得到

的。  

在一千年這麼漫長的時間裡，開頭的百分之一已是多災多難，我

們應該思想：主後第三個千年的前十年已經如此，以後會怎樣呢？

因此我們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好叫我們的心不會變

得剛硬，並要認識我們在這個時代有甚麼託付和使命。  

配合神的旨意 

創世記一章 26-28 節告訴我們，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彰顯他、代

表他。神的旨意是由「他們」來完成，這是個團體人，指一對夫

婦。他們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這是時間的延續和空間的擴展，

並且他們要管理全地和一切活物。「管理」的意思是使他們在上有

主權，即在這些造物的上面而不受其控制。英文欽定本的翻譯非常

達意，共用了五次管理，意思是：使他們在海裡的魚上管理、在空

中的鳥上管理、在地上的牲畜上管理、在全地上管理、在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蟲上管理。  

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在這一切的上面，不受這一切的控制，但

海嘯一來，地上的東西全被洪水淹沒、遮蓋和控制，不單南亞海

嘯、日本海嘯如此，金融海嘯也是這樣。那些被海嘯淹沒的人，是

因為他們過著邊緣的生活，沒有活在高處。神要我們一直過超脫的

生活，天天活在人、事、物、環境的上面，如此我們才是真正預備

主來的人。  

神所造的人是有包容性的，包括時間的延續和空間的擴展，使每

一世代的人都體會時間的緊迫，知道時不我待，因而責無旁貸，積

極把握時機來服事這一世代的人。沒有人知道主何時回來，所以我

們必須把握今天的機會，活在所有環境的上面，要支配、控制環

境，而不是在環境之下被淹沒、吞滅。  

神已經藉著天然海嘯和金融海嘯，警告我們不要靠近邊緣，要抓

緊時間作我們該作的，不要等到下一代的人來作。讓我們都把握時

機來服事這一世代的人，就如大衛那樣：「大衛按神的旨意服事了

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徒十三 36)這是聖經對大衛一生的評

價，是最高的墓誌銘，說出大衛是真正知道神旨意的人。我們要用

這樣的話彼此勉勵，不要說：「只有摩西、大衛、彼得才做得到，

我做不到。」創世記一章 26 節的「他們」不是指某些屬靈偉人，

乃是指所有神所創造的人，是有包容性的；「他們」就是彼得後書

三章 8 節的「你們」，同樣有包容性。神的旨意是有包容性的，今

天按著神旨意服事這世代的人也是有包容性的。  

路加福音說到主耶穌第一次來到世間，帶進新約時代，那些為他

預備道路、積極等候迎接他的人，如馬利亞、施浸約翰、西面、亞

拿等，雖然背景不同，卻都在完成神旨意上有積極的配合和參與，

換句話說，不單是祭司階級才有分神的旨意，這說出了全體事奉的

原則。同樣，當主耶穌第二次來的時候，需要有人明白並配合神的

旨意，迎接主的再來。  

拿細耳人的願 

神對時間有他自己的看法，讓我們一同來看神在時間裡，怎樣使

所有被造的人配合他的旨意：起初神造人，是要人住在地上與他的

旨意配合，來彰顯他、代表他，不受其他事物的控制和影響。後來

撒但引誘人墮落，人就一直背叛神，甚至神要用洪水審判世界，卻

保留了挪亞一家，在地上有新的開始。以後神揀選亞伯拉罕，應許

萬國要因他得福。及至亞伯拉罕的第四代，全家寄居埃及，其後代

在當地為奴，不能為著神的旨意而活，但神沒有改變他的旨意，於

是領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要他們成為祭司的國度，在美地來彰顯

他、代表他。  

當摩西在西乃山上領受神的律法，以色列人就在山下拜金牛犢，

他們如此得罪神，所以祭司的職分就歸給利未支派。神造人的計劃

好像不能實現，但神沒有因人一再失敗而放棄他原初的旨意，反而

在民數記六章 1-4 節設立了拿細耳人的願：無論男女，即所有神造

的人，就是創世記一章的「他們」，若是願意放棄世界的享受，都

可以來事奉神，如此就回到神造人的目的，為全體事奉、全民皆祭

司的恢復埋下了伏筆。  

施浸約翰生於祭司家庭，但聖經說他清酒濃酒都不喝，從母腹裡

就被聖靈充滿(路一 15)。換言之，他是從祭司特權階級的局限裡突

破出來，進到擴大的拿細耳人的生活；其他被主使用、預備主來的

人，都是活在拿細耳人的原則裡，所以神造人的目的沒有改變。清

酒濃酒都不喝，表示不活在時代潮流之下被淹沒，而是活在時代洪

流之上不受其控制，過超脫的生活。現今太多人沉醉在這時代的享

樂中，所以不明白神的旨意(弗五 16-18)，我們卻要活在這些事之

上，被聖靈充滿，過拿細耳人的生活，這樣就是為著神的旨意而

活。  

效法主的榜樣 

路加福音讓我們看到主耶穌是真正拿細耳人的榜樣：他被聖靈充

滿，聖靈也從他漫溢；他來到世上如同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

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路一 78-79)。我們是以主耶穌為榜樣，預備迎接他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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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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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千年的頭十年有許多特大的天災人禍，叫人很憂慮，擔心更

壞的事情陸續有來，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為是(路七 35)。我們應該

是智慧之子，明白神的旨意，認識神對時間的看法，是因著神對人

的憐憫和寬容，如此就不會被一些表面現象所影響。主來的日子近

了，我們不是獨善其身，只盼望災難不要臨到自己，乃是讓主擴大

我們，看見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不是耽延，而是寬容，因他不願

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三 9)。  

在香港有成千上萬的人需要福音，還有許多基督徒在時代洪流中

被淹沒，他們都沒有看見神造人的目的，神就要我們在這時代為他

的旨意而活，按著他的旨意服事這世代的人。讓我們趁著還有今

日，天天彼此相勸，不要作心剛硬的人，要活在主面前有信心，願

意把這好消息帶給別人，願我們都作智慧之子、光明之子。  

當我們效法主耶穌的榜樣，為著神的旨意而活，就不會作一個咒

詛黑暗的人，卻是在聖靈的充滿中點起燈帶來亮光的人，也不作一

個怨天尤人，埋怨不幸、天災人禍、烽火連年、缺少太平的人。真

正拿細耳人就是離俗歸主的人，任何人事物都不能摸著他，如此就

能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即使在動盪不定的時代中，仍

能在主裡安然篤定地將神的旨意服事給世上的人，這是教會在這世

代的使命與託付。  

總結 

願我們都認識神對時間的看法，也體會神的心腸。神看一日如千

年，千年如一日，因為他的心滿了愛、憐憫和寬容，他要等到最後

一個人悔改。神的心是寬大的，他造人有他的旨意，這旨意一直沒

有改變。神的旨意顯於他對時間的看法，特別在這關鍵時候，給我

們有特別的憐憫，讓我們看見他的旨意。願主恩待我們，叫我們都

主動擺上，積極投入，與主配合，按神的旨意服事這世代的人。 

──朱永毅弟兄 

【路加福音第廿三章】主耶穌受難的經過 
內容：路加福音第廿三章述說了主耶穌的受審、被釘與被埋葬。本

段 1~25 節記載羅馬統治者審判主時所發生的事。首先 1~7 節讓我

們看見有關祂在彼拉多面前受審的記載。接著 8~12 節，希律看到

主耶穌就很歡喜，他指望能看祂行神蹟，但祂在希律面前卻一言不

發，再加上祭司長和文士極力告耶穌，於是希律和他的手下就藐視

並戲弄祂。13~25 節是主耶穌從希律那裏回來，再度在彼拉多面前

受審。彼拉多再度表明查不出主耶穌有什麼罪，但在群眾的壓力

下，他終於屈服了，聽從了暴民的聲音，將無罪的判為有罪，並要

把主耶穌釘十字架。 

26~56 節記載了主耶穌受難和埋葬的經過。26 節記載主被帶去釘

十字架，兵丁命令一個名叫西門的古利奈人替主背十字架。27~31

節路加特別記載那些婦女為祂痛哭，而祂要他們為自己和自己的兒

女哀哭，因為審判的災禍將至。然後主說：「這些事既行在有汗水

的樹上，那枯乾的樹，將來怎麼樣呢？」32~33 節記載祂被帶到髑

髏地釘十字架，有兩個犯人同時被處死。34 節記載主在十架上祂高

呼：「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34~42

節記載了主耶穌被釘十架時，人們各種不同的反應：(1).兵丁拈鬮

分祂的衣服、戲弄祂，向祂挑戰，祂若真是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

自己，(2)百姓冷眼旁觀的觀看，(3) 官府也嗤笑祂，祂若真是神所

揀選的，就當救自己，(4) 同釘不信的犯人譏誚主為何不救自己和

他們，(5) 另一個犯人求主得國降臨的時候記他。43 節記載主應許

那個悔改的犯人，他們要一同在樂園裏。44~49 節記載死時的景

象。從正午到下午三時，天地變黑暗，殿裡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

半。接著，祂喊叫把自己的靈魂交在天父手裡，就斷氣了。一個羅

馬百夫長看見這景象，就歸榮耀與神，並說：「這真是個義人！」

有一些忠心跟從耶穌的人，包括從加利利跟著他來的婦女們，也都

看見這些事。50~56 節記載約瑟去見彼拉多求主耶穌的身體，並把

祂葬在沒有葬過人的石墳中。 

鑰節：「還有一切與耶穌熟識的人，和從加利利跟著祂來的婦女

們，都遠遠的站著，看這些事。」【路廿三 49】 

「那些從加利利和耶穌同來的婦女，跟在後面，看見了墳墓，和祂

的身體怎樣安放。」【路廿三 55】 

提要：這個故事的結尾很優美。這一群婦女是從加利利一路跟隨主

耶穌到耶路撒冷，別處的福音書均詳載她們的名字(太廿七 56；可

十五 40；約十九 25) 。當其他的門徒棄主而逃(可十四 50)時，她們

卻沒有離棄祂，仍一步步的跟隨祂到了十字架下。她們寶貝與主的

同在，不論生死，不計榮辱，仍願陪著祂渡過臨終前的痛苦。路加

記載了這些站在十字架前的婦女(49 節) ，親眼看到她們所愛的主的

雙手和雙腳被釘子刺穿，親耳聽到祂痛苦的呼喊聲。此時，她們所

愛的主在痛苦和羞辱中慢慢死去，她們的心都碎了。然而她們仍沒

有失去愛主的心，當主被埋葬時，她們跟著約瑟到墳墓那裡，十分

關懷的看他如何安葬主 (55 節) 。接著，她們又去預備香料香膏，

在安息日之後好去膏主的身體。這些婦女平常默默地跟隨並服事

主，她們雖不能夠為主做大事，但她們為祂做了她們所能做的，就

是忠心的跟隨並服事祂到底。她們勇敢的行動乃是發自對主始終不

渝的愛。今日在教會中，何等需要這樣一般「瘋狂愛主的情人」。

但願她們對主的愛，也能感動我們，使我們一生緊緊跟隨祂，愛

祂，服事祂。殷勤地向自己的家人、親友傳福音，免得發現他們在

陰間深淵的那邊受痛苦就太遲了。 

默想：在主的十字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應。然而十字架對 

我們有甚麼意義呢﹖我們對十字架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禱告：主啊，你為我們死，我們願為你而活。 

【詩歌感想】弟兄和睦同居 
一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美善！像油從亞倫頭，流到衣衫，  

又像露從黑門，降在錫安；在此有生命福，直到永遠！   

二  心存歡喜誠實，來赴愛筵；藉此飽嘗主恩，滿心感讚！  

弟兄彼此交通，何等甘甜；盼望那日快到，不再離散。 

這首中文詩歌（聖徒詩歌 695）的作者不詳。 

第一節是根据詩篇一百卅三篇所寫。詩篇一百卅三篇是一首「上

行之詩」，是大衛所寫的。 大衛年幼時，哥哥們心裏對他不服；

晚年時，又遭遇兒女們互相殘殺，經歷了刀劍「必永不離開」他的

家。雖然在他的家中沒有和睦 ，但他看見以色列十二支派，每年

三次聚集在耶路撒冷聖殿過節，那種光景實在是令人羨慕。所以他

有感而發，才寫下了本詩。以色列民一年三次，從四面八方踴往耶

路撒冷，他們同有一個目的，就是到錫安耶和華的居所敬拜神。 

在到耶路撒冷後，他們一同生活、一同敬拜、一同得著屬靈的祝

福。他們如同家人般和睦同居，這是何等歡樂的情況。 

第二節是描述愛筵聚會的光景。新約記載初期教會，基督徒常聚

集一起交通，用餐，餐後一同擘餅記念主(參徒二 46)，他們稱這種

在擘餅聚會之前的聚餐為「愛筵」。 如今聖徒們在忙碌的生活

中，每人帶一、二道拿手好菜，在一起用飯，接著有禱告、見證、

交通，不僅是合乎聖經，更是傳福音和建造聖徒的實行之路。在傳

福音聚會前，弟兄姊妹藉著在一起愛筵， 因著彼此愛的關懷，許

多被請福音的朋友就很容易信主。在愛的團契中，藉著餐會的彼此

交流，對於常不來聚會的弟兄姊妹，他們靈裏也容易火熱起來。所

以基督徒的愛筵並不同於世人的「飯局」或「聚餐」，因為我們重

於「愛」更勝於「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