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宣四鏈：
中宣四鏈： 信、家 、友、 期』
『殷勤不可懶惰。 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在指望中要喜樂，
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十二：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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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察看神的作為，因神使為曲的，誰能
變為直呢？ 遇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遭患難的日
子你當思想；因為神使這兩樣並列，為的是叫人
看
查不出身後有甚麼事。」(傳 7:13-14)
心
傳道者講論在日光之下一切發生的事。他不
單看見人的各種活動和背後的真相，他也看見神
在其中的作為。傳道者先前說：「彎曲的，不能
變直；缺少的，不能足數。」（1:15）但他沒有
明言是誰使直變為曲。現在，傳道者大膽地說出
神是背後那位。他之前只說出一個現象，現在說是神使它發生。
「察看」（7:13）和「思想」（7:14）原文是同一個字，意思
是「看見」，也有「內心反省」的意思。神命定的，人要察看。
「在境遇不好的日子你要用心看；因為上帝這樣安排，也那樣安
排。」《呂振中譯本》境遇好的時候，人應當享受，這是神給人的
份；境遇不好的時候，人要「用心看」，因為這也是祂安排的一部
分。《呂振中譯本》的「上帝這樣安排，也那樣安排」很有意思。
傳道者不相信「成功神學」。反而，他認定人生的得失和成敗來自
同一位神。
從世人的眼中，十架是人的失敗，甚至是神的失敗，因為「十
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林前 1:18 上） 但對我們
得救的人，十架卻是「神的大能。」 (1:18 下) 在神的各樣安排
中，祂沒有越過十架。反而，耶穌在十架顯明祂的安排。當我們
「用心看」被釘十架的基督，我們看到道成肉身的主，在「這樣安
排，那樣安排」中與人同在與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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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會務消息佈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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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年度「宣道培靈會」將於十月份的四個主日舉行，主題是「2020
年世界願景」，敬請預留時間參加：
十月四日：中宣會59週年慶與世界願景
十月十一日：印度/英國的特別網上講員
十月十八日：泰國/中國的特別網上講員
十月廿五日：瓜地馬拉/巴拿馬的特別網上講員
3.中宣會中文主日崇拜將於十月四日起重新開放，邀請身體健康的弟
兄姊妹一同來教會參與實體敬拜。為了大家的健康與安全，教會遵
從疾病預防中心與政府的指引，限制參加人數。每堂崇拜將限制出
席人數：二樓禮堂僅可容納50人，額滿後需轉至三樓禮堂，其出席
人數同樣限制為50人。擬前往教會參加敬拜的弟兄姊妹必需事先註
冊，並簽署免責同意書與健康申報表。教會將於九月廿一日開始接
受註冊，屆時可用四個方式註冊：（1）在中宣會網站註冊
www.ocmchurch.org；（2）電郵行政同工註冊；（3）在所屬團契
註冊；（4）親自前往教會辦理。當我們回到教會參加實體敬拜
時，必須遵守重新開放規則。謝謝大家的配合。
4.「新生命班」於本月開始在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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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週一晚上7:30-8:30上課
國語:逢週三晚上8:30-9:30上課
5.2020年的中宣會秋季兒童事工的主題是「信心與生活連結」，現在
接受報名：www.ocmchurch.org/ocmkids 。網上的課程是為福佑育兒
班、學前班、幼兒園、一年級至五年級而設。如有任何疑問，請電
郵兒童事工主任葛黛比師母：ocmkidsconnect@ocmchurch.org。
6.因紐約新冠病毒疫情逐漸穩定下來，策劃會議決九月份中宣大樓的
辦公時間為週二至週六上午10:00-下午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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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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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秋季基督教教育課程的鏈接都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
(1)〔彼得前書(國)〕週二晚上7:30 老師:葉牧師
(2)〔小先知書(國)〕週三晚上8:00(9/23開始)老師:張牧師
(3)〔效法屬靈偉人的榜樣(粵)〕週四晚上8:00 老師:林牧師
(4)〔耶利米哀歌(國)〕主日上午10:00 老師:丁牧師
(5)〔出埃及記(粵)〕主日上午11:30 老師:丁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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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第一堂主日崇拜程序（國語）

中文第二堂主日崇拜程序（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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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 讚

〔主啊！我讚美祢〕
〔如鷹展翅上騰〕

禱 告
哈巴谷書 三：16-19
【研讀哈巴谷書第十一講:
「仰望神憐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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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太美麗〕

腓立比書 二：25-30
【忠心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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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之福〕

〔忠心的僕人〕

黃歷文弟兄
許智淳弟兄
黃德利弟兄

馬太福音 廿四：36，44
【預備主的再來】
(太廿四：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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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淺

回頭以後

「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去信心，你回
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路22:32）
神為什麼讓一個大使徒，彼得跌倒失敗，甚至
三次否認主。我們對自己的軟弱失敗，也有不明白
的地方，有時未免灰心、喪志。雖然怪自己的失錯，也可能對主有
抱怨，他為什麼叫我們這樣呢，許可我們落到那樣的光景呢？這雖
不易明白，不過我們可以從彼得身上得到教訓。
首先看到，試探是出於撒但，不是神叫我們故意失敗（雅
1:13）。這裡主明說，是撒但想要得著我們，因此我們不能輕看跌
倒失敗，以免落到撒但手中。再有，我們看見主的恩典，他早知道
這一切，他已經為彼得祈求，叫他不至失去信心，若不是主的代求
和保守，人是可能失去信心的，那就不堪收拾了。所以雖然主許可
我們遇見試探，但還有他的恩典與我們同在（林前10:13），叫我
們有信心可以起來，我們看到彼得失敗，跌倒之後，不是一直倒下
去，從此就完了，乃是回頭以後可以堅固別的人，幫助那些軟弱失
敗的人，因為他自己因驕傲自恃，沒有儆醒禱告而失敗了，但因主
的恩典又恢復了，就能提醒別人，同情別人，安慰別人。
所以我們有軟弱失敗的經歷，雖不是一件好事，不過回頭以
後，可以利用它，成為別人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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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第三堂主日崇拜程序（國/粵語）

「膚淺的信仰是
今日不少信徒的心靈
死症。他們信主後，
只浮沉於信仰的淺灘
而不敢進到水深之
處，又或只肯停留在
個人經歷的層次，而不肯往高處行。結果造成信仰不冷
不熱、似有若無：一、二十年過去，仍在信仰的初階原
地踏步：信仰生活沉悶乏味，彷如雞肋，令人沮喪。這
種情況相當普遍，令人擔憂。誠如斯托得（John
Stott）所言：『今日教會廣闊三千里，深度卻只有一
寸。』信仰的膚淺正是今日教會的危機。」【余達心：
《攀生命的高峰：與偉大心靈同行》（台北：校園，
2014），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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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五段的講論主要教導有關末日的事。第一個
部分是關於耶路撒冷的毀滅，主再來前所發生的種種預兆，以及主
的再來 (24:1-35)。第二個部分關於如何預備主的再來 (24:3625:46)。
耶穌特別藉著多個比喻來教導門徒：忠心和不忠心的僕人的比
喻 (24:45-51)、十童女的比喻 (25:1-13)、按才幹受託付的比喻
(25:14-30)、以及羔羊與山羊的審判 (25:31-46)。這四個比喻擁有
至少四個共同點： 1) 提及兩類的人(好和壞)和他們之間的對比；
2) 提及主人的到來會延遲 (24:48; 25:5; 25:19) ； 3) 提及主人
突然的來到； 4) 提及末日的終極審判-賞善罰惡。耶穌透過這些比
喻從四個不同的層面來教導門徒當活出的道德行為，以預備主的再
來：務必盡忠職守、預備妥當、竭盡全力、以及施慈愛好憐憫。
今天若我們能順服
地按著比喻的教導來生
預備主的再來
活，就算主突然的來
到，我們都不覺驚訝，
因為我們已經為那盼望
已久的日子預備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