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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日是中文堂月首聖餐主日，凡受洗的弟兄姊妹請安靜在神面前省
察自己，預備心一同遵主的吩咐擘餅飲杯，紀念救主為我們的罪，
在十字架上捨身流血的宏恩。請弟兄姊妹在家參與聖餐，自備餅和
杯（餅：可用蘇打餅乾，杯：可用葡萄汁。）
2.歡迎弟兄姊妹同心讚美敬拜主，鼓勵大家踴躍參加網上的禱告
會、主日學與查經班。
3.同工會將於八月卅日(主日)下午1:30-3:30舉行，詳情容後通知。
4.「新生命班」將於九月開始在網上（Zoom）舉行 ，共十堂課。為
造就慕道友進一步明白真道，並預備參加第130屆浸禮而設：
粵語:九月七日開始逢週一晚上7:30-8:30上課，
老師：周健愉、鍾耀光、伍劍蘭、梁蘭珠
國語:九月三日開始逢週四晚上8:30-9:30上課，老師:黃慶雲
新生命班報名請電郵:baptism@ocmchurch.org或致電212-219-1472
內線123。
5.粵語慕道班「門外叩門，福音入門」於七月六日至八月廿四日逢週
一晚上7:30-8:30在網上（Zoom）舉行，共八堂課，把福音介紹給
我們未信的家人和鄰舍，讓未信的家人和鄰舍能有機會聽到耶穌的
召喚。鼓勵大家邀請未信的家人和鄰舍參加，與家人和鄰舍一起上
課，這是神賜予他們認識福音的機會。老師：周健愉、鍾耀光、伍
劍蘭、梁蘭珠；協助：林永裕牧師。
6.主日崇拜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 的首頁：
上午8:30 –國語崇拜
上午10:00–英語崇拜
上午10:00–粵語崇拜
上午11:15–兒童崇拜
上午11:30–國/粵語崇拜
7.非常感謝大家使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 來奉獻。同時，
為配合大家對神家奉獻之心意，主日上午10:00-下午1:00在一樓備
有奉獻箱，方便於弟兄姊妹親身到本教會奉獻。但由於還未完全開
放聚會，故此不能留下參加崇拜。敬請見諒，謝謝合作!
8.中文主日學和查經班的鏈接都在中宣會網站www.ocmchurch.org，
時間與課程安排的詳情如下：
(1)〔主耶穌的比喻〕主日上午10:00 由葉明亮牧師以國語授課
(2)〔效法生命〕主日上午11:15 由林永裕牧師以粵語授課
(3)〔活在關係中〕週三晚上8:00 由張文彬牧師以國語授課
(4)〔摩西五經導論〕九月三日開始週四晚上8:00
由林永裕牧師以粵語授課
9.「免費網上籃球營」將於七月廿五日至八月十五日逢週六舉行，請
已註冊參加的青少年者留意。
10.禱告會鏈接在中宣會網站www.ocmchurch.org :國語禱告會:週二晚
上6:30；粵語禱告會:週二晚上6:30；國語晨禱會:週五早上9:00。

「全能神“教會”」（或稱「東方閃電」）過
往比較活躍於國語的群體。但現在，久不久便聽到說
四個唯獨
粵語的弟兄姊妹開始有機會接觸或被接觸，甚至在分
享中用了他們網上的圖片或經文內容（大部分人使
牧者分享:林永裕
牧者分享:林永裕牧師
林永裕牧師
用的時候不知道他們的來源），特別在過去三個多
月依賴線上敬拜和缺乏實體敬拜的時候。網上媒體千變萬化。有時，我們
一不小心便接觸了信仰不正統的群體（自稱為教會的群體），藉疫情宣揚
他們的信仰，例如：「全能神“教會”」（「東方閃電」）。我們在團契
分享和採用網上資料的時候要注意，多一份謹慎，正如耶穌說：「你們要
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
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太24:4-5)
為了幫助大家在「正統信仰」與「非正統信仰」中作出簡單的分辨，
我用以下「四個唯獨」作解讀：
正統的基督教信仰的「四個唯獨」：
唯獨聖經：只有聖經中的六十六卷書卷被視為神所默示的說話，絕對
無誤，對教會有終極的權威。教會對三一神的認識，救恩的認識和永生的
盼望來自聖經中的記載。若稱這聖經有錯誤，不是教會的絕對權威，就是
不正統。換句話說，除了聖經，若推崇其他書籍或經卷為神的默示，就是
不正統。聖經權威，絕對無誤。
唯獨基督：唯有耶穌基督是我們唯一的拯救。任何的教導貶低了基督
的神人二性，就是不正統，離開聖經的教導。高舉十架，永遠耶穌。
唯獨恩典：人得著神的恩典是白白的禮物，沒有人的功德。全是恩
典，唯有耶穌。
唯獨信心：人得著神的救恩是單單信靠耶穌。祂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
人。祂為人的罪死在十架上，第三天復活了。凡悔改相信的人，罪得赦
免，得著拯救和永生。因信得生，被稱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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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十九：1-2, 14
〔神哪，我要讚美祢〕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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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哈巴谷書 第五講
「神的公義：迦勒底人之五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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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一心稱謝祢〕
〔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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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第十五講
基督是我們的力量「靠主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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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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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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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一. 謙讓和懦弱有什麼分別？
二. 我們常交托了，但總是心掛掛，怎辦？出了什麼毛病？
三. 人不是應該盡力而為嗎？為何要禱告，要交托？
四. 遇打擊怎能還感謝？萬事互相效力的講法是不是自欺
欺人？自我安慰？
五. 經文所提的都很難，誰能做得到？怎能做得到？

朱珞姊妹
張榮亮弟兄
周健愉弟兄

創世記 廿四：1-7

啟

應

丁聖材牧師
【家...婚姻】
(創廿四：1-7)

(腓四：4-7)

眾 坐

「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就是蝗蟲、蝻子、螞蚱、剪
蟲……所吃的，我要補還你們。」（珥2：25）
英國一份報紙報導了一則新聞，說有一位婦人把價值兩萬英
鎊的珠寶，放在一個塑膠袋裡，為的是避免小偷的光顧。後來她
就忘記了這件事，在無意中它當作垃圾丟掉了。結果麻煩了好幾
位工作人員，花了九個小時，才在垃圾堆裡找回她的失物。
有些人也同樣在生活中很明顯地犯罪，丟掉了上帝賜給他寶貴而
豐富的祝福。在我個人的生命中，也曾有一段時間陷於煩惱和痛苦中，而
感覺不到上帝的祝福。直到最後我終於理解自己已無能為力，才帶著破碎
的心，回到上帝的面前，並向他認罪。漸漸地，上帝教導我，藉著他的
話，我才再次體驗他賜福雙手的扶持。
你要脫離你生命中的蝗蟲嗎？
在約珥書第二章，記著有一次蝗
災，剝奪了上帝選民的一切。我們執意 我們的罪行會腐蝕我們的喜樂，
持續地犯罪，結局就如同蝗蟲帶給上帝 並且阻隔我們與上帝的關係；
可是只要我們認罪悔改，
選民的災害一樣。我們唯一的希望，就
上帝就會使我們恢復一切。
是要重視上帝對我們的呼召：「你們應
上帝的赦免除掉我們的罪，
當……一心歸向我。」（12節）
也甦醒我們的靈魂。
對於認罪歸向上帝的人，上帝不計
較他們的罪行是什麼，反而應許說：
「蝗蟲、螞蚱、剪蟲……所吃的，我要
補還你們。」（2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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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
順
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因為你聽從了
我的話。」（創廿二章十六、十八節）
從這幾節聖經裡，我們知道：凡照著神的要求，將我們心中
服
最寶貴的那件東西獻給神的，神仍要將那件東西還給我們，並且
加上千倍。亞伯拉罕因著神的命令，甘心捨棄他的獨生子，那
時，他對於孩子的生命和成人的希望，都同時消失了；他高貴的種族也將從
此絕代了。但是結果怎樣呢？不但孩子歸還了他，他的子孫竟多得如星沙一
般；並且到了指定的日期，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也出世在這個家族裡。
這正是神對待祂每一個孩子的方法。當我們為祂捨棄富貴選擇貧窮的時
候，祂就給我們富貴。當我們為祂捨棄一個豐裕的職位時，祂就給我們一個
夢想不到的更豐裕的職位。我們為祂捨棄一切甜蜜的希望，看自己是死了的
時候，他就給我們更豐盛的生命、更希罕的歡樂。我們越多為祂犧牲，就越
多得到基督；直到像亞伯拉罕一般犧牲到最寶貴的那一件的時候，我們就要
看見在基督裡的那完美的生命。－崔倫保（C. G. Trumbull）
我們有時候好像忘記了神揀選我們，是要在苦難的爐中揀選的（賽四十
八章十節）。我們也忘記了復活的生命，和升天的榮耀，是從客西馬尼、十
字架和墳墓裡來的。
親愛的讀者阿，不要想亞伯拉罕的經歷是一件絕無僅有的奇事。我告訴
你，這正是神對待一切願出代價來順服祂的人們的一個樣品、一個模型。犧
牲最大的一剎那，就是祝福最大的一剎那。神對於一個膽敢為著祂向煙霧中
前進的人，是沒有一件東西不肯給的。－梅爾（F. B. Me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