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 徒 聚 會 中 心           

        4/2022 
堂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370 號振華大廈 9 樓 A座 

電話/圖文傳真：2811 0155    教會網址：www.tsfcr.org 

電郵：tsfc93@yahoo.com.hk 

報 告 事 項  

1. 家庭祈禱會 

地 點 時  間 主題 

#北角   11/4；   9/5 4月：為世界的情況 

@土瓜灣   20/4；  18/5   8:30 p.m. 5月：作主的見證 

# 各自祈禱 

@於 zoom 平台進行。 

4月：為世界的情況 

祈禱內容－－1. 為在戰亂中的地區禱告 

2. 為在政治動盪的地區禱告 

3. 為疫情仍在世界各地流行禱告 

5月：作主的見證 

祈禱內容－－1. 為在追求認識主有長進禱告 

2. 為傳福音的心志和行動禱告 

3. 為能夠活出主的生命禱告 

2. 集體閱讀 

教會於 5月至 7月閱讀由姜活石所著的《以斯帖記靈訓》

（《拾珍季刊》114, 115期）及邁爾所著之《珍貴的片刻 2》，

盡可能每日默想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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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 5 月主日聚會職事表  

日期  主   席 講   員 司   事 司琴 

3/4  黃海洪弟兄   

10/4  周子堅弟兄   

17/4  鄺國雄弟兄   

24/4  陳志基弟兄   

1/5 黃海洪弟兄 黃漢先弟兄 葉秀儀姊妹 宋存謙弟兄 

8/5 宋之尹弟兄 徐廣仁弟兄 鄧浩貞姊妹 黃思靈姊妹 

15/5 鄧浩貞姊妹 蘇文生弟兄 葉秀儀姊妹 宋存謙弟兄 

22/5 黃錦標弟兄 趙永欣弟兄 鄧浩貞姊妹 曾琦芳姊妹 

29/5 黃海洪弟兄 黃海洪弟兄 葉秀儀姊妹 宋存謙弟兄 

1/5 恢復實聚會 

4 至 5 月團契周會表 

日期 主  題 形式 靈修 領詩 負責人 背經 

9/4 詩歌分享 分享 錦標 -- 思靈 林前 5:7-8 

23/4 
耶和華的節期 2 

無酵節與初熟節 
查經 浩貞 -- 海洪 

林前 

15:19-20 

7/5 讀經交通：拿 1章 分享 思靈 琦芳 海洪 拿 1:1-2 

21/5 人物見證-戴德生 2 專題 之尹 敏儀 海洪 徒 9:36 

1/5 恢復實聚會 

 

祈 禱 事 項  

1. 為弟兄姊妹的家人得救禱告。 

2. 為弟兄姊妹的讀經和閱讀屬靈書籍禱告。 

3. 為弟兄姊妹在事奉上所需的恩典和扶持禱告。 

4. 為弟兄姊妹在恢復實體聚會後的教會和肢體生活禱告。 

5. 為香港這個城市禱告。 

6. 為戰亂及政治動盪的地區禱告。 

7. 為弟兄姊妹在作主門徒的見證上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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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音聚會 

教會於 4月 10日舉行福音聚會。因屆時仍未恢復實體聚會，弟

兄姊妹可將福音信息的連結傳給福音朋友，鼓勵他們收看並作

跟進或通知傳道人跟進。 

請弟兄姊妹在這段疫情的日子中切切為福音信息並福音朋友禱

告！ 

 

等候 

「耶和華必然等候……凡等候祂的……」（賽三十 18） 

我們都熟悉生命中那些等候的時刻，溪流似乎靜止不動，空氣凝固在

那兒，一再延期的盼望使得整個人心灰意冷，不禁開始懷疑這條路是

否向神隱藏的，它的判斷是否在神的控制之外？有時在遲緩的夏日，

大自然似乎都停滯了——白楊樹的葉子聞風不動，魚兒不再跳躍，蜜

蜂昏昏欲睡，甚至日影似乎都不再挪移了——此時大自然在生命平凡

單調的日常工作中，找到了相對應的部分。 

耶路撒冷中的敬虔人，面對敵軍節節逼近，這種等候的時刻尤其難挨；

使臣被祕密送往埃及，幻想從那裏求得緩兵；他們不斷向神禱告，卻

始終未獲應允。先知對這些人說話，鼓勵他們要相信神不是對他們的

處境漠不關心，祂只是在等待，好對他們施以更大的恩惠，遠比現在

回應他們還好，祂最終要以恩慈回應他們的呼喊。 

我們有時也同樣對神的延遲感到躊躇。我們祈求神立刻救我們脫離某

種傷痛，或者使我們的親人得救，或求我們能在恩典中長進，勝過罪

的引誘——似乎這些禱告迷了路，或者被神遺忘在一個角落了。我們

開始懷疑禱告的功用，認為所發的呼叫和所流的眼淚都是徒然的。這

節經文似乎是針對這種臆測而發的安慰——神以恩慈等候；換句話說，

祂等候環境——水到渠成，人的品格被煉淨了，祂就能作遠比祂一開

始就回答我們的禱告更大的事。 

祂不是因為反覆無常而延遲。不要以為天上也有偏心，總是先服事某

些人。我們的父絕不偏心或有所偏愛。祂鍛鍊祂所愛的。在先的必在

後。祂根據各人的長處和特殊的需要對待他們。 

祂不是因為疏忽而延遲。婦人可以忘記她吃奶的孩子，主卻不忘記我

們。祂記念我們就像祂掌上的釘子，我們是祂的嬰孩，需要隨時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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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顧；是祂身體的肢體，需要不斷從祂生命得餵養；是祂的新婦，

得祂的保養和顧惜。祂若不以我們為祂最大的喜樂，很快祂就會忘記

祂右手的技巧。 

祂不是因拒絕而延遲。有時我們的心會這樣懷疑，但這只是出於我們

膽怯的信心，事實並非如此。滙款並未如我們所求的那樣及時來到；

但這並不證明它未被列入我們的名下，它只是被存著生利息，一直累

積到更高額數，能發揮更大的功用時才給我們，因為屆時的需要將更

大。祂為了愛祂的兒女才延遲。祂以恩慈等候。祂阻斷水流，以使其

變成更強的急湍。這樣的延遲會產生甚麼結果？ 

肉體的精力逐漸減退。沒有甚麼比等候更能馴服我們。當我們有能力

作甚麼時，肉體的生命就保持亢奮、強壯的狀態。但它很快會被等待

磨蝕——正如一個罪犯的生命被十字架上緩慢的死亡過程所消耗。

神所作的事情中，沒有一件比摧毀我們的自我意識，己生命的自義，

擊碎我們的驕傲，更於我們有益，在後有追兵前有大海的相隔，兩

側有高山攔阻的情形下等候，足以倒空一個人心中最堅定的自信，

使其發出強烈的求救呼聲。 

我們不再要求從前一心想獲取的東西。通常都是幾年過去之後，我

們才發現神保留不給我們急切想得的東西背後之原因，而不得不佩

服、讚美祂那滿有智慧的愛。我們看出祂保留的原因，並為此滿心

感謝。 

等候使我們的性格益趨成熟。年輕人最好不要太早致富，這樣他才

會正確地看待金錢的價值，並且曉得如何花用。學生最好按部就班

獲取知識，這樣才會養成勤奮的習慣，而勤奮本身是無價寶。聖徒

最好經由冗長的過程成長，才能同情那些剛剛踏上這條道路的人。

樹必須長大，才能承受果實的重量。眼睛必須有力，才敢望向太陽。

使徒必須先停留在耶路撒冷，直等到受聖靈的教導而成熟，才能在

五旬節承擔三千人的眼淚和禱告。 

我們因等待而獲得更大的結果。如果埃及的農夫缺乏耐性，不待尼

羅河水漲到最高點就開始播種，就無法達到最大的收獲量，他們的

收成必然受虧損。往往透過等待可以達到的結果，因我們操之過急

而落空。不待模子定型就把鎔化的金屬從熔爐中拿出來注入模型中，

實在是不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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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這一切原因，主在等待，好顯出祂的恩慈。當等候奏效，沒有

理由再延遲時，祂就以慈愛回應我們的呼求。 

亞伯拉罕等了二十五年；我們很難想像一個人在沒有聖經，沒有先

人的經驗，沒有往昔的記錄下，長期等候下去是如何艱難。但是他

最後成了父親，不僅是以撒的父，也是凡相信之人的父。神等候，

以向人發恩慈。 

約伯在進展緩慢的辯論中等候，可能有數週或數月之久。他無法進

入神同在的內室祈求，只好等候他的大辯護師和神逐漸向他啟示一

切；最後他所得的啟示遠超過辯論初期他能承受的程度。神等候，

以向人施恩。 

大衛從幼年起一直等到成年，整個國家的王權落入他手中為止。最

後那日子終於臨到。果實成熟了，就掉在他手裏。神把他的仇敵挪

開，不叫他用自己的力量對付，免得他心急之下攫取他所不當得的。

整個以色列終於準備妥當，去接受他的統治。神等待，以向人施恩。 

以利亞因迦密山的衝突，和急速逃離耶洗別的追殺，而心力交瘁，

躺在曠野地上求死。但是死未降臨，反而是天使來服事他，送他食

物，使他安睡。他活下去，並看見何烈山神顯現的莊嚴壯觀之榮耀

情景，他也受到殊榮，在火戰車、戰馬的陪伴下升天。神等候，以

向人施恩。 

那兩個姊妹埋怨主沒有在初聞消息時就立刻趕來。「耶穌……聽見拉

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但是她們最後明白了祂的

延遲是為了行一個更大的神蹟，啟示主耶穌是生命，是復活主，這

遠比一開始祂就治愈拉撒路的病還更高貴。祂等候，以向人施恩。 

所以要大著膽子，不計一切地信靠天父，即使心靈和肉體輭弱，仍

把心中的盼望繫於神身上，並為祂的鎮靜讚美祂。神的賜與固然美

好，但祂保留不給時更好，因為祂要把祝福累積起來，連搖帶按，

直到上尖下流，然後全部傾倒在祂兒女懷中，這時，忍耐的工夫就

完全了。 

「主必因你哀求的聲音施恩給你」（19節）。可以說，祂裏面揉合了

父性與母性；對一切等候祂的人，祂以纖柔、機智和體貼相待。在

漫長的延遲裏，不斷有溫柔的小動作臨到他們，使他們體會神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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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旁；就如我們所愛的親人在等待手術期間，我們總是會用一些體

貼、同情的話語或小動作，來疏解其心中的不安。 

我們必須等候。這是萬無一失的。許多人會命令我們作這作那，去

這裏，去那裏。我們的心常常激動我們重蹈掃羅的覆轍，在撒母耳

未到達之前就倉促獻祭。我們若聽從其催逼，就會陷入無止盡的憂

傷裏，為自己織上網羅，不得脫身。為了你自己的安全，站在那裏

別動，等候直到你看見神的救恩。 

我們等待的同時，必須儆醒張望。不要蜷伏在黑暗的櫃子中，而當

爬到瞭望臺，偵查地平線。我們必須尋找神的信鴿，免得錯過藏在

他們翼下的訊息。我們應該下到碼頭，否則神滿載的船隻停留一段

時間，又原船回去。我們得學沉船的水手，他們夜晚升起火，並密

切注意過往的船隻，免得搜救人員經過他們所處的小島，卻未發現

他們。 

等候祂的必不致羞愧。祂把盼望植在祂兒女的心中，祂不可能再加

以摧毀。那盼望是未來祝福的影子；擁有一個，就等於擁有另一個。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盼望不致於羞愧。」詩人說，「凡等候

祢的必不羞愧。」神的心意也是，「我的百姓必不羞愧。」古老的格

言說，那仰望神供應的，必不致缺乏供應。這是何等的福氣！ 

我們若把臉轉向另一方向，眼睛專注一張面容，就會被那形像所消

化。「看哪，我們都要改變。」 

在希伯來文裏，「等候」和「唱歌」二字沒有多大區別。很快的，一

個必傳到另一個。詩篇許多都是一開始用哀愁的語調描述等候的心

情，然後逐漸提升，終於爆發出喜樂和感恩。神憂傷的兒女啊，不

要灰心。祂等候，以顯出恩慈。祂從不誤事。祂的眼睛注視著你的

羅盤，手指放在你的脈搏上。祂注意戰慄的生活臨到又離去。祂有

祂的時間表，既不會早，也不會晚。 

「盲目不信必遭錯誤， 

細察主工全屬徒然； 

神必親自詮釋一切， 

有一日必真相大白。」 

節錄自邁爾《蒙福生活》p.1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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