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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1/4~ 1/10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黄志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8:30〜9:30 PM     高春华姊妹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国华姊妹家 

 

 

 

 

 
 

【本週聖經鑰句】 
一月四日 

讀經 太 2:13～23；預言應驗。  

鑰節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裏。這是要應驗先

知所說，祂將稱為拿撒勒人的話了。(馬太二 23) 

一月五日 

讀經 太 3；天國近了。  

鑰節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馬太三 2) 

一月六日 

讀經 太 4:1-11；神的活話。 

鑰節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馬太四 4) 

一月七日 

讀經 太 4:12-25；來跟從主。 

鑰節 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們就立刻捨

了網，跟從了祂。(馬太四 19~20) 

一月八日 

讀經 太 5:1-26；天國之福。 

鑰節 虛心(原文為靈裡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馬太五3) 

一月九日 

讀經 太 5:27-48；像父完全。 

鑰節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馬太五

48) 

一月十日 

讀經 太 6:1-18；與父更親。 

鑰節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

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馬太六 6) 

【本週聖經鑰句】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

祢來！ (啟二十二 20) 」──馬太福音整卷書題到「天國」 (原

意是諸天之國)有 37次；「神的國」和「父的國」有 9次；「人

子的國」3次；「創世以來所預備的國」一次。馬太福音傳出新 

約頭一個福音信息「天國近了」。而這個信息也貫穿了整卷書。

根據馬太福音，天國是神國的一部分，包括今天的教會和要來千

年國的屬天部分。現今在教會時代，我們若靈裡貧窮，就是在天

國實際裏；在國度時代，我們將要有分於天國的實現。 
【家訊信息】有價值的人生──事奉神 

踏入新的一年，許多人都有新年願望，但基督徒的目標和計劃是

甚麼？主回來的日子又近一年了，我們該如何過餘下的光陰？我

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與世人不同，因我們有永恆的價值觀，可以

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我們存留在天上的基

業。  

事奉的人生 

神的旨意是要得著所救贖的人都來事奉他，昔日以色列人成為埃

及人的奴隸，服事法老，在極痛苦之中哀求耶和華，神就差派摩

西去見法老，對他說：「 …耶和華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

奉我。」(出八 1)以色列人覺得神很愛他們，憐憫、拯救他們，

叫他們得著自由，成為神的子民，神也成為他們隨時的幫助，何

等蒙福！但他們不明白神對他們所施的恩典、憐憫、慈愛和拯

救，唯一目的是「好事奉我」，叫以色列人成為事奉神的子民，

成為祭司的國度，過以會幕為中心的生活，人人都事奉神。到了

新約，甚至直到永世，神的心意都沒有改變：要得著每一個蒙救

贖的人來事奉他(路一 74-75)。  

今天我們因信耶穌可以免去神的審判，從法老 (魔鬼)的權勢下

被拯救出來。若我們不曉得事奉這位萬世君王，實在枉費了一

生，也不能得著滿足。從前我們事奉啞巴偶像、肚腹、瑪門和私

慾，成為罪的奴隸；蒙主拯救後，就要來事奉神，將事奉神放在

人生的首位。能夠有機會事奉神，實在是神的抬舉，正如在舊約

時代，惟有蒙神揀選的亞倫子孫，才可以成為祭司事奉神。今天

神在萬民中不單揀選我們成為他的兒女，更可以來事奉萬世的君

王，這實在是神的憐憫、抬舉和恩典！在舊約祭司恐懼戰兢地事

奉神，今天因耶穌基督的救贖，我們可以坦然無懼地事奉神，靠

著主耶穌的寶血來到父面前，這完全是恩典。  

我們不單在今世事奉神，在永世裡也要事奉神 (啟廿二 3)。歷世

歷代所有得救的人，在新耶路撒冷都要事奉神。我們都是神的兒

女，在愛中親近神；我們也是神的僕人，在永世裡一同事奉神。

神不單得著千萬天使的事奉，更要得著人來事奉他，這是神的心

意。願我們都知道人生的價值就是事奉神。  

單要事奉神 

神要得著所有被造的人來事奉他，同樣魔鬼要得著人的事奉，所

以靈界的爭戰從沒停止過。起初神創造亞當，盼望亞當能彰顯

他，敬拜他；因著撒但的引誘，結果亞當墮落了。亞當的兒子亞

伯築壇事奉神，卻被哥哥該隱殺了。洪水之後，挪亞築了一座壇

事奉神，但他的後代繼續拜偶像，於是神從拜偶像的家族中呼召

亞伯蘭，揀選他的子孫成為蒙召的後裔—以色列人，要他們成為

事奉神的族類。然而，他們多次離棄神、拜偶像，以致被擄到巴

比倫。由此可見，撒但千方百計用偶像來迷惑人，叫人離開主。  

到了新約，以色列人被擄歸回後，雖不再拜物質的偶像，但他們

的心卻遠離神。同樣，今天撒但藉萬國的榮華來引誘、迷惑、霸

佔我們的心，叫我們不再事奉神。昔日主耶穌出來盡職事前，在

曠野四十晝夜受魔鬼的試探，魔鬼將萬國的榮華指給他看，對他

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說：「撒但

【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在病中上海张建伟弟兄，鲍贤珍姊妹，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

和台灣陳佳琪姊妹(杨震宇弟兄的弟妹)禱告。 

三月三十日 

讀經 撒下十九～二十；大衛重返耶路撒冷與示巴背叛。 

鑰節 【撒下十九 30】「米非波設對王說：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

地回宮，就任憑洗巴都取了也可以。」 

禱告 神啊，求袮給我們米非波設的心志——我們的得失並不要

緊，神的旨意當留心。 

詩歌 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 YouTube  

◆ 台灣陳佳琪姊妹(杨震宇弟兄的弟妹)禱告。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4&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5&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6&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7&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8&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9&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10&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o1anEFz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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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太

四 10)這是耶穌基督給我們所留下的好榜樣。撒但用許多事物引

誘我們，要我們以此代替神的地位，霸佔我們的心，求主叫我們

有主耶穌那樣絕對的宣告。我們不能事奉兩個主，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太六 24)；不能愛神又愛世界(約壹二 15-17)。

我們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因為「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

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六

10)當我們事奉神，就得到喜樂、平安，有神的同在，讓我們心

中只有主的地位。  

事奉的表現 

事奉神是我們人生的價值，事奉的人必須常常禱告。許多聖徒的禱

告只為著自己的需要，很少顧到神的需要，其實禱告最重要的是敬

拜讚美神。創造天地的主，配得蒙救贖的人屈膝敬拜，所以無論我

們的心情如何，每次禱告都要以頌讚為祭獻給神 (來十三 15)，將

所有的愛獻給神。此外，還要體貼神的心意，為著神的需要禱告：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提前二 1)

我們作祭司事奉神，有責任為神所顧念的百姓代禱。神願意萬人得

救，我們就要為萬人的靈魂禱告。求主在新的一年，擴大我們的心

胸，為中國十三億百姓、香港七百萬靈魂代求，為教會復興禱告，

盡祭司的職責，以禱告事奉神，以禱告配合神的工作。  

除了禱告，我們也要服事弟兄姊妹(太廿五 40)。今天在神的家中

很有神的祝福，每年都有幾百人信耶穌，約有三百人受浸歸入主的

名裡，讓我們都關心他們；即使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

喝，也不能不得賞賜(太十 42)。我們任何的服事，都是為著神。求

主給我們都有事奉神的心，每個人都顧到神的需要，關心到身邊的

弟兄姊妹。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弗六 7)我們所作的，

都是為主而作，「…或吃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

行。」(林前十 31)若我們有這樣的看見，就會忠心擺上，無論在職

或在學，都是見證基督。在教會中，無論有崗位或沒有崗位的事

奉，我們都要忠心去作，一切都是作在主身上才有價值。  

事奉的態度 

事奉神該有的態度，包括四方面：第一，要連於主，因為離了主，

我們就不能作甚麼(約十五 5)。我們需要多禱告、多親近神，如此

就有力量事奉。  

第二，要回到聖經裡。昔日摩西照神的託付製造耶和華的會幕，神

三番四次叮囑他要謹慎，所有的建造都要照山上指示的樣式 (出廿

五 9)。換句話說，神要摩西照著他的話來事奉，不是照著埃及的遺

傳。同樣，我們的事奉不是照著古人的遺傳、世界的潮流或人的方

法，乃是回到聖經裡，照著神的話。在新的一年，我們要勤讀聖

經，因為沒有神的話，事奉就沒有方向。若我們有時間看電視、玩

電腦，卻沒有好好讀神的話，這是不對的。人愛甚麼就像甚麼，我

們的心若被地上許多事物吸引，就會趨向世界；若被神吸引，就會

愛慕主的話。願我們今年都立定心志，好好追求主的話。  

第三，要用心靈和誠實來事奉(約四 24)。我們裡面都有靈，就要

用心靈來事奉神(羅一 9)。每一次來到神面前，應收回流蕩的心

思，讓心靈對準神，以靈和真來事奉神、敬拜神。  

第四，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羅十二 11)。

在末世教會很容易落在不冷不熱的光景中，主卻要我們以火熱、

新鮮的愛來事奉他。願我們在新的一年殷勤事奉，有幹勁、朝

氣、魄力，完全擺上，不再不冷不熱。願我們火熱愛耶穌，火熱

事奉神，火熱傳福音，隨時領人歸主，人人為耶穌擺上，好像在

五旬節聖靈大大澆灌，教會就有大復興，得救人數天天增加，彼

此挑旺，人人快跑跟從主。  

奉獻與立志 

新的一年，我們需要奉獻與立志。我們明白了神的心意，也認識

事奉神該有的表現，還需要有回應：第一，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林前十五 58)。地上有許多的工，但只有事奉神的工不是徒然

的。許多人一生營營役役，晚年卻是一聲歎息，轉眼成空。惟有

投身在教會中，天天竭力多作主工，才有永恆的價值，能蒙主稱

許，得著那日的賞賜。願我們都贖回光陰，把握主給我們在地上

的年日，忠心事奉神直到主回來。  

第二，全家事奉(書廿四 15)。昔日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

地，他在晚年快要離世時，招聚以色列百姓，呼天喚地向他們見

證：「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盼望這不單是約

書亞的心願，也是我們的心願─不但我們要事奉，我們的下一

代、子子孫孫也要事奉神。作父母的，都在神面前立志：「主

阿，不單我要事奉你，我的兒女都要事奉你。」我們要為著下一

代的事奉切切禱告，讓事奉的見證能夠薪火相傳，直到主回來。  

第三，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羅十二 1) ，這是最基本的。願我

們不單將自己奉獻給主，更將家庭奉獻給主，甘心樂意獻上我們

的金錢、時間、精神、代禱…目標就是一生事奉神，這實在是最

有價值的人生。願主得著我們甘心樂意的奉獻，全心全意的事

奉。──摘錄香港教會家訊 

專心養育兒女就是事奉神 

我們不需要時時講道，才算是為神工作。有時我們把神所要我們

作的工作想得太遠了，其實在我們身邊就可以尋到流出這豐盛生

命的機會，使神所帶入我們生活範圍中的每一個人，都從我們得

到祝福。如果我們使用這身邊的機會，就是準備自己在未來能祝

福更多的人。  

有一位誠懇而心急的女信徒，在禱告中呼求神賜給她服事神的機

會，她不明白神為什麼把她囚在家中，不能像別的姊妹們一樣出

外得到更寬廣的工場。這時，她的聰明活潑的小女兒正在她身邊

玩耍。她的小洋囝囝的手指斷了、衣服破了，這對於她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事，便走過來要她幫助她。但是她的心被佔住了，不理

她。這小女孩一次又一次地來請求她幫助，她感到心煩，那時只

為自己的事焦急，把她推開一邊，最後竟粗聲地叫她不要麻煩

她，因她正在關心更高的事。後來，這小女孩子又失望、又疲

乏，帶著她斷了手的小囝囝到一個牆角去，一面哭一面睡著了。 

不久，媽媽轉身看見小女兒的玫瑰面頰蓋滿了眼淚，懷中抱著小

洋囝囝。神感動她，對她說：「我的孩子，你尋求更高的服事卻

破碎了我的一顆小心。你說你要為我工作，這個小孩子就是我所

差遣的使者，她的需要就是我給你的試驗。在小事上忠心的，在

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忠心的，也不適於作大事。」 

這位母親學會了這個功課，她把這小羊羔抱在懷中，把她吻醒

了，求神饒恕她，也請這小孩子饒恕她。自此以後，她把心中的

基督之愛，加於接近她的一切人。她既然在近處的事上忠心，神

果然擴大她服事的圈子；她後來帶領許多姊妹們進更高的服事，

神使用她向千百主的僕人們傳信息。她向他們述說了這個經驗與

功課。神並不需要我們的「大」服事，只要我們在祂所安排臨到

我們的事上服事祂。我們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作愛與祝福的器

皿。── 宣信《培育敬虔的兒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