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化 (2020 教會年題)
教會使命宣言：
「建立一群充滿信、望、愛的聖潔新一代，倚靠聖靈的能力，影響世界，嬴得萬民。」

職青區小組指引
日期：2020 年 3 月 15 日(日)
主題：天國祝福

講員：林岳明牧師

本月經文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拾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馬太福音 16:24

主題目標
人在困境中遇見神，在靈裡貧窮中經歷主。

主題經文
「1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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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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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

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
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
蒙憐恤。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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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12

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

也是這樣逼迫他們。」馬太福音 5:1-12

神的話 (Word)
講道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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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最需要的祝福
今天最想要的祝福是甚麼？身體健康？
《尚書》：長壽、富貴、健康、好名聲、善終➔個人的利益
打氣：「天國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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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讀經：馬太福音 5:1-12
2.1 祝福對象
太 5:1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4: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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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裡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
他的名聲就傳遍了敘利亞．那裡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樣疾病、各樣疼痛的、和被鬼
附的、癲癇的、癱瘓的、都帶了來、耶穌就治好了他們。
當下、有許多人從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猶太、約但河外、來跟著他。
許多的的人：敘利亞、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約旦河外的群眾，這些人是自己經歷
或眼見醫治等神蹟而有求於耶穌的人，再加上門徒
補充：路加福音 6:12-19 耶穌揀選 12 門徒後，來到一處地方，教訓群眾，這些人是猶太及
周邊各地的人，包括…同時是 12 門徒(5:1)
路 6:12-19
路 6:13 到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們為使徒．
路 6:17 耶穌和他們下了山、站在一塊平地上．同站的有許多門徒、又有許多百姓、從猶太
全地、和耶路撒冷、並推羅西頓的海邊來．都要聽他講道、又指望醫治他們的病．
綜合：有需要被醫治的群眾和渴慕真理的 12 門徒
太 5:2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耶穌看着群眾對醫治的需要與門徒對真理的渴求，以智慧教師身份，講出天國智慧。天國智
慧 vs 地上智慧
反思：群眾與門徒能否接受呢？門徒與群眾的分別在於甚麼？
2.2 進入祝福
八種福氣(再讀)
太 5:3-10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

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子。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結構
有福了：原文Μακάριοι「多麼的快樂，值得慶賀」
「天國是他們的」像對括號包圍了整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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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關係：XX 的人有福了，因為 XXXX
你有着前面的品德、心態或行為，就會相應得到後邊的福氣…
互動關係(三個層次)
基礎：1 虛心
態度：2 哀慟、3 溫柔、4 飢渴慕義
行為：5 憐恤人、6 清心、7 使人和睦、8 為義受逼迫
➔v3 虛心：天國祝福的基礎與鑰匙
太 5:3 上：「虛心的人有福了」
Μακάριοι οἱ πτωχοὶ τῷ πνεύματι,
Blessed are poor in sprit
原文：形容乞丐的字眼，極其窮困，一無所有，認識自己靈裡貧乏，無所依恃…
補充：
路 6:20 下：「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Μακάριοι οἱ πτωχοί, ὅτι ὑμετέρα ἐστὶν ἡ βασιλεία
τοῦ θεοῦ
Blessed are you poor
比較路加更直接說是物質上貧窮的人，與路 4:18-19(賽 61:1)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
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路加角度：窮人真的較容易成為天國子民
例：人都總在窮困時信靠主，成功時忘卻主
例：日本拉麵的故事
從物質貧窮到靈裡貧窮，進入天國的境界，並實踐天國子民的生命
2.3 福音挑戰
太 5: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太 5:12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
迫他們。
太 11-12 第八福的解釋，從心態到行為，從個人靈命到人際相處、到社會關係…的信仰實踐。
為「義」-天國的義而受逼迫
在「已經卻未成」的天國時態下，帶來的張力與掙扎，是天國子民的煩惱與挑戰
例：信用卡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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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國內教會的新舊困境，仍然以信心與愛去回應。
例：武漢教會的見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mngECTZPOc
例：年青的小伙子實踐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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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最重要的祝福是甚麼？
在困境中依然能有生命力去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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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歌：在你若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組分享 (隨意挑選以下問題，以配合小組使用。)
1

讀經：太 5:1-12

2

主耶穌登山寶訓的教導是對着甚麼人？(太 4:23-25、路 6:12-19)

3

在首福「虛心的人」有福了，這裡聖經應翻作靈裡貧窮，你如何理解靈裡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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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人必須有靈裡貧窮的經歷，才能得到天國的福氣？這與我們所經驗過的信仰有沒有類同呢？
(可分享個人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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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中，我們可以如何保持信心，以至為主作見證或服侍他人？

神國異象 (Work)
親愛的職青組員們：
2019 年將快結束啦！今年實在難過，但無論如何都會過。今年教會主題是「連結」(Connect)，
唔知我們是 Connect 左，還是 Disconnect 左呢？但無論如何，都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
著標竿直跑！(腓 3:13-14)2020 年教會的主題是「轉化」(Be Transformed)，主題經这是羅馬書
12:2；就讓我們在這個時間為 2019 年作一個總結，又為 2020 年定立目標吧！
願神大大賜福大家！
主內郭牧

職青家事分享
1.

預苦期(26/2-11/4)：已經開始！大家是否參與「Lent2020 生命旅程」的 a)靈修默想、b)
禁食禱告和 c)克己分享？希望我們全教會的弟兄姊妹都得著靈命的建立。

2.

由於香港疫情嚴峻，進入校園請量度體溫、消毒雙手、配帶口罩及本周起需填寫健康申報表；
學校課室及家教室仍然暫停給小組借用；另根據衛生署旅遊健康建議
(https://www.sb.gov.hk/chi/ota/)，中國、伊朗、意大利、韓國、法國、德國、日本、新
加坡、西班牙屬疫情嚴峻地區，另因本港近日錄得確診個案與曾前往印度及埃及的旅行團有
關，如兄姊曾於過去 14 天內往以上地區，或 14 天內曾與到過以上地區的人仕有緊密接觸(例：
同住或進食等)，請自行隔離 14 天，並鼓勵留家參與崇拜直播，青少年崇拜將改往 iCafe 進
行，而職青崇拜、兒童崇拜、幼兒崇拜及寶貝組暫停至另行通知，不便之處，敬請見諒。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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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繼續為香港及國內的疫情禱告，求主止住，並賜平安。
3.

教會現有少量口罩可分給教會內有需要的長者、會友及會友的家人朋友，如長者們有需要可
聯絡長者組組長，而其他有需要之會友亦可聯絡行政同工登記及索取。每人每周可索取 7
個口罩。另外，教會有少量消毒潔手啫喱及漂白水，如有需要的會友可自備容器，於崇拜結
束後到大堂防疫站登記，每人每周可添加 30 毫升(啫喱)及 300 毫升(漂白水)。教會亦關心
區內的需要（長者、診所、老人院等）。兄姊們如有餘的口罩或防疫物資可奉獻給教會，所
得之物資將提供給教會內有需要的長者或社區服務，交回大堂防疫站或行政同工即可。如特
別想奉獻給社區，可在物資上特別指明「奉獻社區」。謝謝大家。

4.

請領袖們留意，三月份職青領袖大會將改為 19.3(四)8:30-9:30 網上形進行。

5.

由於肺炎疫情嚴峻，預計未能在短期內轉緩，原定於 3 月 14 日至 22 日連續兩周的宣教崇
拜，將延期至 7 月首兩周(4-12/7)。請會眾留意並為有關之安排代禱。

職青代禱事項
1.

余俊弟兄：因病情復發，現開始進行免疫治療法，感恩雖然開初兩天反應頗大，但很快已能
適應。求主保守弟兄整個療程、經濟及身體的適應。

2.

謝穎茵姊妹的爸爸：感謝主，她的爸爸已完成化療，求主恢復並強化他的身體！

下周主日崇拜講題
十字架

張德明牧師

教會網頁：教會消息、講道錄音

www.aogtai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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