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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2/16~ 2/22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00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福愛筵聚會 週六下午4:3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一) 2 月 22 日(週六)福音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

各方面安排。福音聚會時間表: 

（1） 下午 4:30~6:00  身體健康讲座 (一): 吃得好，活得好 

（2） 晚上 6:30~7:30  晚餐 

（3） 晚上 7:30~9:00  心靈健康讲座 (二): 有神更好 

(一) 2 月 23日主日早上詩歌見證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留

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二月十六日 

讀經 太 24:29-51；主必再來 

鑰節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

(太廿四 42) 

禱告 親愛主，保守我常活在你面前，天天警醒等候你的再來，生

活工作、一舉一動、所思所念，都是為著預備迎見你。 

詩歌 我王必定快要再臨 

二月十七日 

讀經 太 25:1-30；好僕人 

鑰節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

樂。』(太廿五 21) 

禱告 親愛主，常提醒我這作僕人的，要善用你從所賜給我們的，

包括時間、金錢、才能、環境、機會和其他資源，用『良

善』及『忠心』的態度來服事你 

詩歌 要忠心 

二月十八日 

讀經 太 25:31-46；善待弟兄 

鑰節 王要回答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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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廿五 40) 

禱告 親愛主，你看一個最小弟兄的的需要就是你的需要，讓這種

愛人的感覺激勵我們為弟兄有所付岀。 

詩歌 彼此相愛 

二月十九日 

讀經 太 26:1-25；一件美事 

鑰節 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趁耶穌坐席的時

候，澆在祂的頭上。(太廿六 7) 

禱告 親愛主，讓我寶貴你超過一切，抓住機會，為你花費。 

詩歌 恩主我愛你 

二月二十日 

讀經 太 26:26-46；照父意思 

鑰節 祂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

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

的意思。』(太廿六 39) 

禱告 親愛主，求你教導我們不單只在禱告中明白你的旨意，在

生活中更是順服，照你的旨意而行。 

詩歌  求你揀選我道路 

二月二十一日 

讀經 太 26:47-75；想起主說的話 

鑰節 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話，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他

就出去痛哭。(太廿六 75) 

禱告 親愛主，你知道我的軟弱，也容許我在失敗中更多認識自

己。求你叫我常想起你的話，常被更新而往前。 

詩歌 我們雖然時常搖動 

二月二十二日 

讀經 太 27:1-31；猶大賣主 

鑰節 這時候，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就後悔，

把那三十塊錢，拿回來給祭司長和長老說：『我賣了無辜

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們說：『那與我們有甚麼相

干；你自己承當罷。』(太廿七 3~5) 

禱告 親愛主，拔高我對你的認識，使我視你為至寶，甘心一生

為著你。 

詩歌 認識祢，耶穌 

【本週聖經鑰句】 
「不要照我的意思」(太二十六 39) ──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為

甚麼禱告？主是在這裏藉禱告，摸父神的心意，清楚「這杯」

是否是父神的旨意。「這杯」乃是神忿怒的杯(啟十四 10)，它

原是我們該得的分，但神差遣主耶穌來到地上，就是要祂代替

我們喝這杯，也就是要祂在十字架上擔罪受死，故這杯也指十

字架的死。然而祂乃祈求：「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

思」，意即祂順服神的旨意，讓神的旨意成就。除在十架道路

有「我的意思」、「我的盼望」、「我的禱告」，但我們應以

「神的意思」、「神的盼望」來代替「我的意思」、「我的盼

望」。每一次「我的意思」的出現，都以「神的意思」來取

代。這是祂要我們在一生中竭力追求的目標。 

【註】我們是否站在神一邊？美國南北戰爭時，一位虔誠的信徒

對林肯總統說：「林肯總統！神与我們同在。在這慘烈的戰爭

中，神确實站在我們這一邊。」林肯說：「朋友啊！我不很介意

神是否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卻是十分關心我們是否站在神一

邊。」基督徒應該順從神的旨意，站在神的一邊，不應該勉強神

來照著我們的心意，站在我們這一邊。 

【家訊信息】感謝的心 
基督徒品格中一些美德，如聖潔、愛心和信實，是敬虔的特質，因

為它們反映神的性情。它們都是象神的品質。另外一些美德，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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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2 日福音聚會禱告。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6&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r7P5uzKhms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7&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6Ym1z9_sDA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8&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tiVQ0cWPs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9&Seq=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Y%20Jesus%20I%20love%20Theea.html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20&Seq=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65a.htm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21&Seq=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hough%20We%20May%20Waver.htm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22&Seq=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knowing%20jesu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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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虔的特質，因為它們承認及頌揚神的特性。這些以神為中心的品

質使我們對神更加忠誠。這些美德就是謙卑、知足和感恩的心。謙

卑的人承認神的威嚴，知足的人承認他的恩典，而感恩的人則承認

他的良善。 

對神存感恩的心表示承認神本著他的良善和信實，已經在物質和屬

靈方面供應及照顧我們。這表示我們完全依靠他；承認我們和我們

的一切都是從他而來的。 

榮耀神 

對神沒有心存感恩是極嚴重的罪。保羅在羅馬書第一章中描述人類

可悲的道德淪亡，以這些話開始：「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

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榮耀神是承認他的威嚴和尊貴；感謝神是承認他充足地供應及照顧

我們。當人類因驕傲，而沒有讓神得著應得的榮耀和感謝時，神就

任憑他們日益敗壞與邪惡。神的審判臨到，是因為人沒有榮耀他，

不去感謝他。既然不感恩是如此嚴重的罪，那麼，我們應該培養那

充滿我們整個生命的感恩態度。 

在感恩這個問題上，一段最具啟發性的經文就是路加福音十七章十

一至十九節耶穌醫治十個麻瘋病人的記載，除了讓我們認識人性，

也教導我們認識神。為我們所得的福分去感謝他，在他看來是十分

重要的。耶穌問：「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裡呢？」耶

穌非常注重只有一個人回去感謝他。今天，我們每日從神手中領受

一般及特殊的福氣，卻沒有感謝他，神也非常注重。 

甚至那些圍繞神寶座的天使也向神感恩。啟示錄四章九節提及他們

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的他。神創

造了天使和世人去榮耀他和感謝他。我們若不這樣做，就不能達到

他造我們的其中一個目的。 

保羅寫信給歌羅西的信徒，希望阻止人為的哲學和學說滲透教會。

他宣告一切智慧及知識的寶藏都藏在基督裏面之後，就敦促歌羅西

的信徒：「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裏面生

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西三 6～7）保羅是在談論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問題，而他把感恩的

觀念也包括在內。他說我們感謝的心要增長。感恩是與基督有生命

聯繫的自然結果，也直接反映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實際體驗到這種

聯繫有多深。 

感恩的目的 

感謝神的主要目的，是承認神的良善和榮耀他。神在詩篇五十篇二

十三節說：「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詩篇一百零六篇

一至二節說：「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要稱讚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

的慈愛永遠長存。誰能傳說耶和華的大能？誰能表明他一切的美

德？」我們向神感恩的時候，就是宣講他的大能，承認他的良善。 

神以無限良善對待他所創造的萬物。「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並且「他的慈悲複庇他一切所造

的。」（太五 45；詩一四五 9）他最配得我們的讚美和感謝，尤其是

我們這些蒙他救贖的人，因為他不只賜給我們今世的福氣，也賜給

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弗一 3）。 

感恩不只表彰神的榮耀，也促使我們更謙卑。人因著心裏的罪性，

即使是更新了的心靈，也有一種要奪取那只應該屬於神的榮耀的傾

向。神多次警告以色列民提防這種傾向（申八 11～14，八 17～18，

九 4～7）。大衛為聖殿的禮物獻上感恩的禱告，存著感謝的心，承

認眾民所帶來一切的豐盛都是神所賜和屬於神的。保羅為著他所照

顧的教會有屬靈的進步，時刻感謝神。他從來沒有自己居功。 

感恩也能激發我們的信心。在詩篇五十篇十四至十五節，神提到

要獻上感謝的祭的同時，也吩咐我們在患難之日求告他。回想神

從前的憐憫，有助鼓勵我們相信他會給予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憐

憫。或許，在腓立比書四章六至七節保羅所提供的醫治憂慮良方

裏，也包含了這種觀念。最後，感恩也助長知足。最容易惹起我

們心中不滿的，就是罪性與聖靈在我們裏面的屬靈爭戰。保羅因

心中劇烈的爭戰而發出呼喊：「我真是苦啊！」但其後他感謝神，

因為神應許借著耶穌基督救他脫離這苦況，使他得著安慰和滿足

（羅七 24～25）。感恩有助我們把思想集中在神所賜的恩惠上，迫

使我們不再浪費時間去渴求那些我們得不到的東西，因此我們會

更加知足，以自己的財產、地位和神的安排為滿足。知足和感恩

是相輔相成的。 

培養感恩的心 

感恩態度的基礎，是與基督相交的生命。如歌羅西書二章六至七

節所說，信徒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就會流露出感恩的心。由於我

們住在他裏面，體會到他在我們裏面動工，也透過我們工作，由

於我們為著自己的需要向他呼求，便得著他的供應，我們就有感

恩的反應。正如其他敬虔品格的特質一樣，感恩是聖靈在我們心

裏動工的結果。他賜給我們一個感恩的靈，但這是借著我們與基

督相交纔能成就的。 

雖然感恩的態度是聖靈的工作，但也是人努力的結果。我們要養

成凡事謝恩的習慣（弗五 20）。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把我們謝飯感

恩的內容伸展，除了我們面前的食物外，也包括其他福氣。另外

一個方法，就是在每天的開始和結束時，有一個感恩的時間。詩

篇九十二篇一至二節表示：「稱謝耶和華，歌頌稱至高者的名，用

十弦的樂器和瑟，用琴彈幽雅的聲音；早晨傳揚你的慈愛，每夜

傳揚你的信實，這本為美事。」我們早上起床的時候，可以為神

的慈愛感謝他，因為他整天愛著我們。我們就寢時，可以為當天

神信實的作為感謝他。 

一個實際感恩的方法，就是把你向神祈求的事項寫下來，然後保

留那些已蒙應允的禱告記錄，直到你感到你已為神的答復充分地

感謝了他為止。我除了禱告事項外，也列出一些令我時刻感恩的

重要恩典。我嘗試每星期重溫這表二至三次，為著神給我的好

處，表達我對他的感謝。 

我們代求的時候，也應該經常包括感恩事項。保羅似乎時常這樣

做。他的書信中經常出現這樣的話：「我們感謝神、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父，常常為你們禱告」（西一 3）。後來，在這封書信中，他教

導歌羅西人說：「你們要恒切禱告，在此警醒感恩」（西四 2）。我

們祈禱時若忽略感恩，會使自己心靈貧乏，禱告失去效力。 

除了培養感恩的態度，養成謝恩的習慣外，我們還需要緊記，要

培養敬虔的特質，神的話和禱告是非常重要的。要使我們不感恩

的心（那是我們的天性）改變過來，我們的思想必須更新。只要

我們讓神的話充滿我們的思想，聖靈就進行這種更新工作。同

時，我鼓勵你背誦有關感恩的主要經文，利用這一章裏提過的經

文，或你自己的其他選擇。當你默想這些經文時，求神賜你真正

感恩的態度，以致你能夠象那回來感謝主的麻瘋病人一樣，不忘

記主的恩惠。―― 畢哲思《敬虔的操練》 

※ 假使你感到神今天未賜福給你時，你當想想是不是昨天你沒

有感謝祂。─《愛聲報》 

※ 感激令人富足，埋怨令人貧窮；不要埋怨有什麼不對勁，要

對那些稱心如意的事情心存感激。─ Zachary Fis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