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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嘉慧宣教師

「這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再次臨到哈該，說：「你要告訴猶
大省長所羅巴伯說，我必震動天地，傾覆列國的寶座，除滅列邦列國
的勢力，並傾覆戰車和坐在其上的。馬和騎兵都必跌倒，各人被弟兄
的刀所殺。萬軍之耶和華說：撒拉鐵的兒子我僕人所羅巴伯啊，這是
耶和華說的，到那日，我必以你為印，因我揀選了你。這是萬軍之耶
和華說的。」哈該書二 20-23
哈該書記載著神要透過先知哈該向以色列民發出呼籲，呼籲百姓
要從屬靈的昏睡中被喚醒過來。當波斯王古列在主前 539 年滅了巴比
倫國之後便建立了波斯帝國，波斯王古列隨即下令在七十年前被擄到
巴比倫的以色列民可以歸回家鄉建殿（約主前 538 年)，而聖殿自從
被毁之後(主前 586 年)已經被荒廢了五十年。可惜，以色列民對重建
聖殿的工程似乎不太熱忱並且置之不顧，只貪圖個人的生活享受，而
只有當時的領袖所羅巴伯、大祭司約書亞和一些百姓努力地重建聖殿。
神透過哈該向以色列民來傳遞復興和重建的信息，並以五篇預言信息
來責備和鼓勵以色列民要完成重建聖殿的工作，更在最後的信息中暗
示了這殿是將來彌賽亞再來的榮耀之殿。因此，哈該書提醒以色列民
要張開眼目，要悔改順服，應許才會隨著他們。神的應許就是將來會
使聖殿充滿榮耀，神的子民在動盪中將會得蒙保守。有聖經學者認為，
在舊約的教導中，人有自由去作選擇的，而選擇會帶來禍與福的結果。
正如路得記中的外邦女子路得，她選擇放棄自己的出生地摩押而隨同
家婆拿俄米一同回到伯利恒，繼而才認識了她人生的另一半 - 大財主
波阿斯，更成為了耶穌基督的祖先、她的名字記載於耶穌基督的家譜
之中。
此段經文是「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哈該（二 20），耶和華－
原文字義是「自有的一位」，從耶和華的七個複名的意義可知祂是能
（下頁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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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人的需要，例如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必預備）、耶和華拉法（耶
和華是醫治你的）、耶和華尼西（耶和華是我的旌旗）、耶和華沙龍
（耶和華賜平安）、耶和華齊根努（耶和華是我們的義）、耶和華羅
以（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和耶和華沙瑪（耶和華的所在）。單看耶和
華的名字的涵義便知道這位神是一位怎樣的神，人雖然居於地上，但
地上的國從來都不是神的子民所能和所要依靠的，在危難之時，我們
應回想耶和華過去對祂百姓的拯救和祂本身的屬性，祂的話命立就立、
說有就有，祂一直守信、從不背棄應許，從不「搬龍門」、不會讓人
無所適從。
神也會在不同的時代呼召祂的子民作祂的僕人，傳遞祂的旨意。
在二 21，我們看見耶和華以一個命令「要」來吩咐哈該要告訴所羅巴
伯、並預言列邦的勢力必被傾覆，儘管敵人有多麼強悍（二 21－22）
。
在撒迦利亞書 4:6 有記載天使對撒迦利亞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
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
我的靈方能成事。」所羅巴伯若想參與神的計劃，就需先順服跟從神。
只要人回應神的呼召，就是與神同工，參與在神的計劃中，只要依靠
神就能成功建造聖殿。
在第五波的疫症，出現了許多讓人心酸、難過和痛心的消息。每
天報導一大堆的數字看似對我們已沒有甚麽意義了，距離「清零」還
很遙遠。然而每一個數字卻代表著一個的生命，數字顯示多月來染疫
死亡的人數已多達數千名，同時也代表著有數千個家庭已失去了親人，
求主親自安慰他們。
另外俄烏戰事爆發，烏克蘭人民恐慌逃離家園，如今已近 300 萬
烏克蘭難民逃亡至別國，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有烏克蘭的信徒在戰爭
中仍堅持到教堂一同敬拜神。在戰火中，有些難民逃到了波蘭，恰巧
有香港世界福音動員會（Operation Mobilisation）的宣教士在波蘭服侍，
他們安排巴士到邊境接載難民到可安置的地方居住，就這樣，共有十
名難民(全是婦孺)被宣教士接到自己家中暫住，而宣教士又動員了當
地教會接待了七十多名難民。
今天的世界充滿動盪、人心惶惶，但神卻反而向世人發出呼召: 呼
召他們成為祂的子民! 今天神也呼召你，祂有可能要你成為所羅巴伯、
也有可能要你去接待一個有需要的人、也有可能要你為一個小子遞上
一杯涼水，我們要認定神賜予我們的使命是要去活出基督的信仰，讓
我們在有限的環境中、以行動去關顧和安慰出現在我們身邊的人，願
神幫助我們一同重建疫情後的家園。
（全文完）

聚會時請關掉隨身響鬧裝置，如手提電話，傳呼機等，讓我們專心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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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的聖殿 (可 12:14-13:2)

家事分享
1. 歡迎第一次參加我們崇拜的朋友，祝願你能在我們當中投
入參與，蒙上帝的呼召與我們一同追尋真理，活出信仰生
活。
2. 承蒙基督教耀安教會堂主任周力榮牧師師蒞臨證道，不勝
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弟兄姊妹現可透過網上轉賬/轉數快/ATM 轉賬等方法奉
獻，完成轉賬後，請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教會，如教會沒
有收到通知，會以無名氏入賬，詳情請到以下網址查閱：
https://bit.ly/donation2021
4. 若弟兄姊妹欲於 2021-22 課稅年度內作出奉獻，請於 31/3
或之前，以網上轉賬/轉數快/ATM 等方法奉獻，奉獻後請
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教會。奉獻收據將於 5 月第一週寄
出，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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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我是誰？
(可 8:27-33)

敬拜詩歌
生命成尊貴
曲、詞：清風 版權屬絃獻音樂敬拜事工所有

看祢手所造的天與地 常叫我讚歎主功偉大神奇
雲霧裡散發光線 海裡倒影主創造 微風裡陶醉 祢莫大美妙主啊
聽祢所編織的音韻聲 憑節拍裡高呼唱頌聖名
同唱哈利路亞 齊聲感恩歸主 願獻上我一生去頌讚
副歌：無窮是祢恩 厚厚豐足我生命 沿途帶領我靈魂 每步覓救恩
完全是祢恩 叫生命成尊貴 原來要活得精彩 怎可以沒祢

順服
曲、詞：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當我不明白 事情的由來 信心不足的時候 求主幫助
生命在於祢 萬事皆屬祢 信心動搖的時候 我要信靠
副歌：我相信祢的意念 高過我的意念
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我相信祢的道路 高過我的道路 我甘願謙卑順服
我相信祢的應許 倚靠祢的恩典 我甘願謙卑順服

立志擺上
曲、詞：DJS 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新祢呈敬拜隊所有

1.曾擺上 傾出大愛 曾捨棄 已被擘開
曾擔起痛楚 十架路甘心走過 崇高主愛 恩深似海
2.能相愛 皆因被愛 能醒覺 要被拆改
能穿起救恩 踏上基督的足印 延伸主愛 進入人海
副歌：立志今擺上 傳揚耶穌 用我的恩賜 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祢僕人 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祢恩典覆蓋 每步亮明燈
在祢恩手裡 滿布雲彩 效法基督愛 眼界變改
願鴿子天際降下來 陶造我裡面能盛載
神豐足的厚愛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九日、二十日
講員：周力榮牧師
講題：移動的聖殿
經文：馬可福音 12:14-13:2
14. 他們來了，就對他說：
「老師，我們知道你是誠實的，無論誰你都一視同仁；因
為你不看人的面子，而是誠誠實實傳神的道。納稅給凱撒合不合法？
15. 我們該不該納？」耶穌知道他們的虛偽，就對他們說：
「你們為甚麼試探我？拿
一個銀幣來給我看。」
16. 他們就拿了來。耶穌問他們：
「這像和這名號是誰的？」他們對他說：
「是凱撒
的。」
17. 耶穌對他們說：
「凱撒的歸凱撒；神的歸神。」他們對他非常驚訝。
18. 撒都該人來見耶穌。他們說沒有復活這回事，於是問耶穌：
19. 「老師，摩西為我們寫下這話：
『某人的哥哥若死了，撇下妻子，沒有孩子，他
該娶哥哥的妻子，為哥哥生子立後。』
20. 那麼，有兄弟七人，第一個娶了妻，死了，沒有留下孩子。
21. 第二個娶了她，也死了，沒有留下孩子。第三個也是這樣。
22. 那七個人都沒有留下孩子。最後，那婦人也死了。
23. 在復活的時候，她是哪一個的妻子呢？因為他們七個人都娶過她。」
24. 耶穌說：
「你們錯了，不正是因為不明白聖經，也不知道神的大能嗎？
25. 當人從死人中復活後，也不娶也不嫁，而是像天上的天使一樣。
26. 論到死人復活，你們沒有念過摩西書中《荊棘篇》上所記載的嗎？神對摩西說：
『我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27. 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你們是大錯了。」
28. 有一個文士來，聽見他們的辯論，知道耶穌回答得好，就問他說：
「誡命中哪一
條是第一呢？」
29. 耶穌回答：
「第一是：
『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
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31. 第二是：
『要愛鄰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32. 那文士對耶穌說：
「好，老師，你說得對，神是一位，除了他以外，再沒有別的
了；
33. 並且盡心、盡智、盡力愛他，又愛鄰如己，要比一切燔祭和祭祀好得多。」
34. 耶穌見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對他說：
「你離神的國不遠了。」從此以後，沒有人
敢再問他甚麼。
35. 耶穌在聖殿裏教導人，問他們說：
「文士怎麼說基督是大衛的後裔呢？
36. 大衛被聖靈感動，說：
『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的仇敵放在你
腳下。』
37. 大衛親自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後裔呢？」一大群的人都喜歡聽他。
38. 他在教導的時候，說：
「你們要防備文士。他們好穿長袍走來走去，喜歡人們在
街市上向他們問安，
39. 又喜愛會堂裏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
40. 他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作很長的禱告。這些人要受更重的懲罰！」

41. 耶穌面向聖殿銀庫坐著，看眾人怎樣把錢投入銀庫。有好些財主投了許多錢。
42. 有一個窮寡婦來，投了兩個小文錢，就是一個大文錢。
43. 耶穌叫門徒來，對他們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銀庫裏的比眾人所
投的更多。
44. 因為，眾人都是拿有餘的捐獻，但這寡婦，雖然自己不足，卻把她一生所有的
全都投進去了。」
馬可福音 13:1-2
1.
耶穌從聖殿裏出來的時候，有一個門徒對他說：
「老師，請看，這是多麼了不起
的石頭！多麼了不起的建築！」
2.
耶穌對他說：「你看見這些宏偉的建築嗎？這裏將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
石頭上而不被拆毀的。」
大綱：
（一） 堂會永續的因由

（二） 信仰載體過期了嗎？

（三） 移動的聖殿

----------------我的回應----------------日期：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九日、二十日
講題： 移動的聖殿
講員：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周力榮牧師

我對於崇拜中其他程序的回應：

如需要講員或教會負責同工直接回覆，請填下以下聯絡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謝謝您的回應！您的回應將由評道小組跟進，請將回應表放入崇拜招待處的講道回應箱中，願主賜福予您！

恆切禱告 儆醒感恩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33：3)
我要做一件新事，就是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43：19)
教會：
1. 求聖靈充滿教會，充滿每一位弟兄姊妹，更深明白主的心意，領會到「萬物的結局
近了，所以我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
掩許多的罪。我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
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 4:7-10（參）求主成就在我們的生命中！
2. 在動盪的時代中，求主幫助我們要認定神賜予我們的使命是要去活出基督的信仰，
讓我們在有限的環境中、以行動去關顧和安慰出現在我們身邊的人，願神幫助我們
一同重建疫情後的家園。
3. 在這世代，在疫情中，在逆境中，在多變的時代中，求主帶領，賜我們智慧、信心
和能力去更新我們信仰的載體，以不同的方式，以創意去實踐信仰，無論是個人或
群體，網路上或實體，都體現主的愛和信實，祂的恩典夠用！活出和展現在主裡的
信心、盼望和愛心，作鹽作光，祝福別人，建立生命和教會。
4. 沙勉區仍有長者家庭確診，求主保守護他們，讓他們在康復過程中沒有引起其他併
發症。
5. 願主保守沙少區組員在疫情之下能與天父有美好的個人及群體結連，能時刻發現天
父在生活中的作為，並常存有感恩讚美的心，在生命中更多的放手，更多和渴慕和
追求。
執事：
請為司徒麗燕執事代禱，回港日期一改再改，求主為她們預備一個合適的日子回
港！
堂委：
1. 請為區俊英弟兄代禱，特別假期即將開始，求主讓他和斯慧在特別假期有充足的休
息，勤讀聖經，在靈裡重新得力。
2. 請為劉子麒弟兄代禱，在這疫情嚴重的時候，求主保守他們一家有從神而來的平安。
3. 請為鄭俊文弟兄代禱，希望疫情穩定，身體健康。
請為太陽家庭代禱：
1. 請為星星(大兒子)代禱，在學校的生活有主的保護，不再被欺凌，也願與老師及父
母分享學校的事。求主祝福他與足球班的球員的友誼，又讓太陽(爸爸)可與家長帶
的對話和相處。
2. 感恩新月(小女)已一歲啦! 求主幫助他們一家把握機會，進入人群和社區不同網絡，
以祈禱和愛轉化這城。亦請為新月禱告, 讓可以成功找到一個為小朋友注射小朋友
普通疫苗的醫院或診所。
3. 四月底他們一家會出發去另一城市訪宣數天，請祝福他們會有美好的同工配搭，小
朋友都可以適應和享受與他們同工同樂。
4. 太陽會在六月往別國數天參加會議，祝福他可以有美好學習與身體健康。
5. 月亮(媽媽)與新老師阿芬的學習美好; 一家曾到訪她家，更深認識她一家，求主幫
助他們有智慧分享愛，在他們生活中有機會作鹽作光，為主作見證。求主亦因著她
一家歡迎接待他們寄居的，賜福與她一家。主讓阿芬更多明白屬靈的事，並能開展
到一個讀書小組讓她在一個更健康和天然的小組裡成長和繼續渴慕。
肢體：
請為沙勉區胡照鈺姊妹代禱，她現要臥床，行動不便，求主帶領她於四月初能做脊
骨的大手術，讓她可以自如行動，服侍主！
香港：
求主賜智慧和能力予政府、專業、各行各業、團體和教會、市民團結一致，彼此配
搭，一起抗疫成功！求主保護醫治患者得康復，保存生命！
世界 - 請為烏克蘭代禱：求主止息戰爭
求主保守俄烏的停火談判和協議能早日落實執行，終止雙方的戰爭，保護人民的生
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