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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1/5~ 1/11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感恩見證聚會                      10:5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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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杨震宇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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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 年全教會行事曆 
月 日 時間 項目 

1 4 週三上午 10:30-12:00 AM 事奉交通聚會 

1 5 主日上午 10:45- 12:00 PM 全教會特別交通聚會 

1 25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2 9 主日上午 10:45- 12:00 PM 福音詩歌見證聚會 

2 15 週六上午 10:30-12:00 AM 事奉交通聚會 

2 16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2 23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3 15 週六上午 10:30-12:00 AM 事奉交通聚會 

3 16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3 29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4 12 週六上午 10:30-12:00 AM 事奉交通聚會 

4 13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4 26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5 10 主日晚上 7:30-9:30 PM 福音營事奉交通聚會 

5 24~26 週六下午/週一上午 福音營 

6 21 週六上午 10:30-12:00 AM 事奉交通聚會 

6 21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6 22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7 19 週六上午 10:30-12:00 AM 事奉交通聚會 

7 20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8 22~24 週五晚上/主日下午 生活營 

8 31 主日上午 11 下午 3 PM 全教會烤肉相調活動 

9 13 週六上午 10:30-12:00 AM 事奉交通聚會 

9 13 週六晚上 6:30-9:30 PM 愛筵特別交通聚會 

9 14 主日上午 10:45- 12:00 PM 全教會特別交通聚會 

10 18 週六上午 10:30-12:00 AM 事奉交通聚會 

10 19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10 26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11 18 主日下午 1:30 -3:30 PM 事奉交通聚會 

11 19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11 29 週六晚上 6:30-9:30 PM 感恩節特別聚會 

12 13 主日下午 1:30 -3:30 PM 事奉交通聚會 

12 14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12 21&28 主日上午 10:45- 12:00 AM 年終感恩見證聚會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也不必等待你有興奮的心

情才傳福音。─ Osward 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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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親愛主，請安居在我心，我的生活要由你來掌管。 

詩歌 天國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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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親愛主，唯有你的話能抵擋魔鬼的試探。讓我不只注重肉身

的飲食, 更看重你話的供應，叫我能活出你。 

詩歌 靠著耶穌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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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親愛主，我願緊緊跟從你，為你去得著更多的人。 

詩歌 一生跟隨你   

一月八日 

讀經 太 5:1-26；天國之福。 

鑰節 靈裏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馬太五 3） 

禱告 親愛主，我願倒空自己，作個靈裏貧窮的人，好叫我更渴慕

追求你。 

詩歌 展開清晨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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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禱告 親愛主，保守我常在你的愛裏，使我活岀你生命的樣式。 

詩歌 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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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禱告 阿爸父，多謝你在察看我每一次的禱告，我寶貴與你親近的

時間。 

詩歌 我以禱告來到你跟前 

一月十一日 

讀經 太 6:19-34；不要憂慮  。  

鑰節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

天當就夠了。(太六 34 節) 

禱告 慈愛天父，教導孩子將重擔卸給你，作完全信靠你的兒女。 

【禱告事項】 
◆ 為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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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5&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UWbKsIBG8U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6&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AksBsb7Wgo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7&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IzUVGU9qyM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8&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GtMyYtgR2o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9&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s0U8SnZ8iA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10&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Vz5OutCn0U&list=PLD5E9600C3C5EDEB3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11&Se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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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我不為明天憂慮 

【本週聖經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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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在撒但所發起的三次試探中，完全沒有用自己的

話，都是用經上的話抵擋了仇敵的試探。祂三次回答撒但的話，

都是引用舊約的申命記。當然這絕不是偶然的，因為申命記的要

旨乃是要人順服神立的約，因而敬畏祂、愛祂、事奉祂，使人承

受神所應許的一切福分。而撒但試探主的背後動機，不是引誘主

去作壞事，乃是要祂向神宣告獨立，不依靠、不順從神，行魔鬼

所作的事。可是主熟識聖經，祂即時地運用聖經中的話，抵擋撒

但的所有試探。 

所以我們要勤讀聖經，這是第一個重要的步驟，同時更需要運用

所讀的神的話。然而如何運用神的話呢？聖經都是神的呼出(提後

三 16)，當我們讀聖經時就是接受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所以千萬

不要讀聖經像讀教科書一樣，只注意一些道理、教訓、和知識，

而是要藉著讀神的話，認識祂和祂在我們身上的工作。另一面我

們不只是要知道、背誦神的話，更要學習讓聖靈把我們已經讀過

的話，應用到任何的處境中，因而從中經歷祂和祂的大能。盼望

我們學習主已立下的好榜樣，每天運用神的話，剛強地面對生活

中、工作上、人際關係裡的一切挑戰，抵擋惡者有關靈、魂、體

的攻擊，並且勝過各種不依靠、不順從神的試探吧！ 

【家訊信息】施比受更為有福 

聖經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託付和教導，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不但

只是領受，還要作一個給出去的人，也就是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真

理。在世人的觀念裡好像只有老天給我和人怎樣給我，而沒有我

怎麼給人這回事。基督徒則不然，要學習給出去。 

當我們信主時，神給我們很多東西，比如他赦免我們的罪，給我

們聖靈和生命。當神不聽禱告，我們就埋怨，就問為甚麼不給

我、不聽我禱告，以為神給我是理所當然的，當神要求我們給出

去時，就覺得要求太高太為難了；其實神並不欠我們。 

神祝福的原則 

現在我們從聖經來看神祝福的原則。路加福音六章 38節主說：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

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

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這裡講出一個祝福的原則，怎麼能

得著飽足，怎能豐豐富富的領受呢？乃在於你是否一個給的人。

若你從不知道給人，你靈命永遠是貧窮的，也就是說你靈裡不是

飽足的。當神豐富的恩典臨到時，若你只是為個人享受，不久你

的生命就停滯不前，你內心的需要就減少。 

付出多需要也加多 

付出多的，需要也多；付出少的，需要也減少。一個懷孕婦女的

食量是加倍的；同樣在屬靈上一個多照顧人的，為了服事的需

要，到神面前和讀經的時間一定多，結果自己先得益、先蒙恩、

先得光照。這麼多年我見到當弟兄姊妹沒有服事，只是來聽聽

道，對神的渴慕和追求就減少。所以當你肯與聖靈配合，讓聖靈

從你身上流出去時，你渴慕就加多，同時你對主的吸收也加多。  

作生命流通的管道 

在基督徒靈命成長的過程中永遠不可缺少的，是神生命的流通。

若神的生命在你身上找不到出口，你就像一潭死水。主耶穌說他

是生命的活水，這生命活水在信的人裡面直流到永生。生命活水

怎樣湧流呢？就是不斷地用。比如一口井，即使有最好的水源，

若不用就變成死水；天天用，第二天又有新鮮的水供應。基督徒

也是這樣。使徒行傳其實是聖靈的行傳，它在眾聖徒裡面運行，

大家都在聖靈的引導下，與主同行，都有目標、有方向、有委

身；今天得救，明天就去照顧、關心別人、為人代禱，聖靈就像

活水的江河湧流在教會中，結果聖靈流經之處都結滿果子，這就

是生命之道。一個只接受不付出的人有兩種結果，一老舊，對神

的道沒有胃口 ；一即使謙卑接受，慢慢就會驕傲，因為他接受越

深，深到一個地步進入象牙塔，成為法利賽人，批評這個講道有

份量，那個講道沒有份量；但當你讓主從你身上流出時，你會發

現自己一無所有。 

多年來我見到一些在教會裡多年的肢體，甚麼道都聽過，甚麼聚

會都參加過，當有一天要供應他人時卻慌了手腳，連最基本的問

題都答不出來。這時才發現自己是一無所有，才知道需要裝備。

聖經給我們看見耶穌所揀選的門徒，每一個都是殷勤事奉主、謙

卑跟從主的人，他們一點都不敢驕傲；因為讓主從你身上流出去

時，你就會認識自己。 

弟兄姊妹，你們是否希望主將各方面的恩典加給你？祕訣就在你

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 

換回百倍賞賜 

許多弟兄姊妹都有這樣的經歷，給人者不一定要信主很久，當你

愛人如己，憑著耶穌基督的愛，去關心人，你給的不一定是物質

方面的，可以是時間的付出，祈禱的心情；當你給出去時，主必

定給你。在新春佈道會中，我見到弟兄姊妹帶人來都很開心，當

人決志信主弟兄姊妹受感的情形超過福音朋友。這就證明當你給

出去時，神的喜樂平安就加多；主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 

有時陪初信者需要付代價。他們在信主初期會遇到很多爭戰。他

想來教會，撒但卻諸多攔阻，這是靈界爭戰最激烈的時刻。在爭

戰時我們不要被表面現象所蒙蔽，若這時我們有主耶穌的心腸，

儘管很忙，平時不參加週六晚聚會，但為了照顧小羊，分別時間

邀請他來參加慕道班，你這樣的付出一次、兩次、三次，他可能

因此留下了。你付出了三晚的時間，主給的卻是「十足的升斗，

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 」。你渴慕這樣的祝福

嗎？若然，從今天開始，學習作一個給出去的人。 

學習作個給出去的人 

今天我們講的關心不只是對初信的，還有對久不聚會的、在教會

年日久的、有難處的，若你知道後，作一個給出去的人；給一點

關心，給一點扶持和代禱，甚至給予一些物質上的幫助。當你這

樣行時，主耶穌的愛就從你身上流出去，你內心是飽足的，你的

付出不會有損失，神在另一方面加倍的補足你。主說：「我實在告

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

在我的身上了。」(太廿五 40)「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

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

賞賜。」(太十 42)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希望每一位都能轉自己的觀念，主怎樣白

白的給了我們，今天我們也曉得當將這份愛這份恩典從我們身上

流出去。作一個給的人，讓神家裡的人都能得到應時的供應，使

我們可以見證神的家糧食豐富，窮人也得以飽足。。作一個給的

人，讓神家裡的人都能得到應時的供應，使我們可以見證神的家

糧食豐富，窮人也得以飽足。 ──香港教會家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ewQlwsx5cE&list=PLD5E9600C3C5EDEB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