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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限内部发行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教训。
我儿，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训，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诲。
因为这些要作你头上的华冠，
作你颈上的金链。
我儿，如果坏人引诱你，
你不可随从他们。
如果他们说：“你跟我们来吧！
我们要埋伏流人的血，
我们要无故地潜伏伤害无辜的人；
我们要好像阴间一般，把他们活生生吞下，
他们整个被我们吞下，如同下坑的人一样；
这样，我们必得着各样贵重的财物，
把掠物装满我们的房子。
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我们大家共用一个钱袋。”
我儿，不可和他们走在一起，
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
因为他们的脚奔向邪恶，
他们急于流人的血。
在飞鸟眼前张设网罗，
是徒劳无功的。
他们埋伏，是自流己血；
他们潜伏，是自害己命。
凡是贪爱不义之财的，所走的路都是这样；
那不义之财夺去了贪财者的性命。
2020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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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忆缘姐妹
-------------------- “行走在光中”---------------------

中心思想： 顺从使我们活在光明中。
经文
: 箴言 1 章 7-19 节
一。

敬畏上帝，领受智慧（7 节）

二。

受教父母，父母身教（8-9 节）

三。

远离恶事，身心清洁（10-19 节）

问题与反思：
1.
有什么事让我最感觉自己荣神益人？
2.
有什么事让我感觉自己最不荣耀上帝，对神对人
有亏欠？

本周日 （ 3 月 29 日）

下周日（4 月 5 日）

讲员
主席
司琴
伴唱
音响

丘主恩牧师
顾青姐妹
翁秀盈姐妹/陈愈和弟兄
洪丽娴姐妹/陈育意姐妹
李美美姐妹/陈弈翔弟兄

只限内部发行

李忆缘姐妹
赵敏汛姐妹
陈育意姐妹/曾毓华弟兄
沈春晖姐妹
冼碧爱姐妹/王纥宪弟兄

2020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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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候上帝的话
序乐
宣召
颂赞
祷告
颂赞

历代志上 16:28-29
《圣哉，圣哉， 圣哉》

《除祢以外》

认罪文

司琴
主席
会众
主席
会众
主席，会众

赦罪的确据

主席

恭受上帝的话
启应
读经

箴言 6：20-26
箴言 1：7-19

主席，会众
主席

证道

行走在光中

李忆缘姐妹

恭答上帝的话
回应诗
奉献
欢迎/家讯
代祷/主祷文
祝福
阿门颂 *
殿乐

《炼净我，哦主！》

默祷散会

会众
会众
詹婉娴传道
詹婉娴传道
詹婉娴传道
会众
司琴

恭行上帝的话

只限内部发行

2020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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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讯》-----------------------1.

*中文崇拜暂停 - 恢复日期待定*
鉴于 2019 冠状病毒造成疫情扩散，中文崇拜已采用网上直播的方式
进行，时间仍为星期天上午 11 点开始。目前暂定网上直播进行到 4
月末，如有变化或调整，将另行通知。
在这段特殊的时间里，也许很多弟兄姐妹反而有更多与家人齐聚一
堂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积极邀请亲朋好友参
与线上崇拜。愿基督徒能够用爱心与温情驱散疫情，令福音广传。

2. *奉献*
磐石堂已经开始接受网上电子奉献的方式。当然会众也可以选择在
恢复教堂崇拜之后，再把奉献带来教会。有关电子奉献的具体方法，
请参阅附件。
------------------------《感恩代祷》-----------------------让我们同心合意地为马来西亚祷告：
1.

*为疫情的状况祷告* ：
祈求全能的上帝洁净马来西亚这片土地，让冠状病毒的传染力能够被削弱下
来，祈求上帝怜惜那些携带病毒的人，让他们能及时找到床位，并且得到治
疗。也祈求上帝保守社区里的平民百姓，让他们不要惊慌，能遵守限制行动
令，时常洗手，保持身心灵都健康。

2.

*为医护人员祷告* ：
祈求主医治那些已经被感染的医护人员，让他们可以得到痊愈。我们知道
现在有药物、设备、床位和人手都短缺的情况，祈求主大大激励和保守在
前线的医护人员，让他们在高度的压力下，心中仍然有平安，有足够的体
力面对挑战，不会被感染。

3.

*为家庭和教会“新常态” 的调整祷告*：
由于超载的信息和限制行动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祈求上帝保护每个家
庭，让大家很快就能适应居家的生活。祈求上帝保守配偶之间能够彼此相
爱，祈求上帝帮助父母能对孩子说出鼓励的话。也祈求主启发年轻人的思
维，让他们能找到有创意的方法来学习。更祈求主保守教会领袖的合一，
在这非常时刻，知道如何来牧养会友。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只限内部发行

2020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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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旧约：初熟节》 ----------------出埃及记 13:2
“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別为圣归我。”
在这里，上帝说头生的都是属祂的，这是初熟果子的原则，耕种的“头生”就是指
初熟的庄稼。上帝视这些为圣洁的。
利未记 23：9-14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
收割庄稼的时候，要把初熟庄稼的一捆带到祭司那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摇禾
捆，在安息日的次日把它摇一摇，使你们蒙悦纳。你们摇禾捆的时候，要把一
只一岁、没有瑕疵的公绵羊作燔祭献给耶和华。同献的素祭，是调油的细面两
公斤，献给耶和华作馨香的火祭；同献的奠祭，是一公斤酒。无论是饼，是烘
过的谷粒，或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直等到你们把神的供物带来的那天，
才可以吃；这要在你们的一切住处，作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

初熟节这个节日与逾越节及无酵节也密切相关，
以色列人在安息日的次日，也是无酵节开始的
次日庆祝。初熟节在犹太历的正月十六日，为
期一天，该日处在大麦初熟的收割之际，是感
谢上帝供应的节日。第一批初熟的收获成果是
接下来丰收的预兆。初熟节又叫摇捆节，以色
列人把初熟庄稼的一捆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献摇祭），是与燔祭、
素祭和奠祭一起献给耶和华的。
摇祭是旧约里的献祭当中很特别的祭。献摇祭时把祭物举起来，朝着祭坛的方向，
向后又向前摇动。这种前后摇摆的举动，表示以色列人存着感恩的心，把上帝所给
予的丰收献上，而上帝却归还给我们去享用的意思。
在新约哥林多前书 15:20、23 中写到使徒保罗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信徒在主再来
时，复活的人“初熟的果子”。基督的复活保证了上帝所救赎的子民将来都要复活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这是何等大的应许！主藉着圣灵住在所有信徒的心
中， 使一切相信祂的人成为全然得赎的成熟果子，并且得着儿子的名分（罗马书
8:23）。在属灵层面里，“初熟的果子”不但带给我们应许和盼望， 它更意味着
一种荣耀，信徒是按主的旨意分别为圣，归于祂与基督合一。哈利路亚！
只限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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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小学堂》之“祷告篇”-----------诗人在诗篇 62：5 如此向神说：
“唯独等候神，我的心才有安息；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
在忙碌的生活中，愿我们将每一日的工作都交托给上帝，并在烦乱中得着安息。
我们一同祷告：
主啊，
求祢恢复我们的精神，
又吸引我们的心归向祢，
以致我们的工作不会成为重担，
而是一件我们所喜爱的乐事；
求祢也赐给我们一颗爱祢的心，
能把我们的顺服变为甘甜。
主啊，
在我们服事祢，为祢工作的时候，
请不要让我们有被奴役的心态；
在我们亲近祢的时候
请让我们享有孩童般的欢欣与喜乐。
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詹克斯先生的祷告
(Benjamin Jenks, 1646-1724)。

只限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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