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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上
帝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啟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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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樂 Prelude.........................(六) Voluntary in A Minor (John James).............................譚浩文弟兄

        (清、午) Christus, der is mein Leben, Op. 67/5《基督是我生命》(M. Reger)....羅明輝弟兄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217首 我們同唱榮耀詩歌........................... 會      眾

開會祈禱 Invocation.......................................................................馮慧敏傳道   鄭嬋芳傳道    謝仲軒傳道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尊崇永生神是主................................. 會      眾

  我要感謝上主

  (選自《恩頌聖歌》，版權為福音證主協會所有。)

 我要感謝上主，萬國中尊祂聖名，在萬邦歡呼歌唱，稱頌我上主，

 祢的信實達於雲，慈愛高於天庭，祢的愛偉大，祢的愛偉大，高於天庭。

 願祢高高被尊崇，超越至高天，願祢光輝充滿遍漫大地。

 願祢高高被尊崇，超越至高天，願祢光輝，願祢光輝， 

 主啊，願祢光輝遍漫大地。(過門)

 祂是主 生命聖詩81

 (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祂是主，祂是主，祂是勝過死亡又復活的主，

 萬膝當跪拜，萬口當承認，耶穌基督是主。(過門) 

 永生神就是靈 頌主59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永生神就是靈智慧廣無邊，深居在光明中，肉眼不能見；

     極豐富極榮耀，亙古至永遠，至權能永勝利我眾樂頌讚。 (間奏)

 2. 宇宙中眾生命皆從主而來，惟靠主能存活，因主是真宰；

     人一生如草木，轉眼便朽壞，惟有主永長存永遠不更改。 (間奏)

 3. 主偉大又聖潔是眾光之父，眾天使皆崇拜，但不敢仰目；

     眾聖徒獻頌讚，求助我瞻望，在寶座所隱藏聖天父榮光。 

 祂是主

 祂是主，祂是主，祂是勝過死亡又復活的主，

 萬膝當跪拜，萬口當承認，耶穌基督是主。耶穌基督是主。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世頌223首 升天與作王..................................主      席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主      席       

讚 美 詩    Doxology ..............................................................................................................會      眾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午堂
      領詩：  阮詠恩姊妹    姚鳴德執事   許文森弟兄
                風琴：  譚浩文弟兄    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午堂崇拜 (直播)    



獻      詩   Anthem ..............................In the Garden (arr. Paul Mickelson)...............................長笛+鋼琴

祈禱時間   Pastoral Prayer .............................................................................................................會      眾

講      道   Sermon ............................講題：當撒母耳遇到遺棄時 (撒上8:1-7)..............................梁榮森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 世頌270首 當轉眼仰望耶穌............................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馮慧敏傳道   鄭嬋芳傳道   謝仲軒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218首 樂哉，救主為王................................... 會      眾

祝      福   Benediction................................................................................................................ 梁榮森牧師

差遣詩歌  Hymn of Sending Off...................................奉差進入世界.............................................會      眾

   奉差進入世界，傳揚救主仁愛，貢獻才能本分，服務社會人群，

   接受生活挑戰，信心考驗不變，盡忠一切所託，在地實現神國。

殿      樂   Postlude....................(六) Toccata in C Major (Johann Pachelbel)..............................司      琴

         (清、午) Gelobet seist du, Jesu Christ, BuxWV 189《耶穌基督當受讚美》

                                                 (D. Buxtehude)

                                                         

                                                            ** 會眾靜坐　默禱散會 **

 當值同工 投影員 即時傳譯 國　語 英　語     手  語
周六晚堂 朱在慈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魏文俊  黃日東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馮潔儀 黃日東                                                              

1. 預備心，以心靈和誠實敬拜主。
2. 赴崇拜聚會，應有合宜之裝束。
3. 不遲到，準時入座，崇拜完畢始行離去。

崇拜守則

4. 崇拜時，請把響鬧裝置關掉或調校至震動模式。
5. 勿把隨身物件放座位上，以騰空位置予他人。
6. 崇拜期間請勿拍照或攝錄及上載轉傳。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暫  停

   
 
     培中崇拜司職一覽

           暫   停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Daniel and the unlawful prayers
             Presider: Mr. Timothy Choi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fb LIVE)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直播)     講員：劉銳鋒傳道     講題：元帥乃縵的煩惱
                 主席：葉小賢傳道     領詩：卞星們弟兄



樂享聖筵每季短片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主

日

上

午

 8:30   清早堂崇拜
 9:45   各級成長班
10:00   早堂崇拜
          培中崇拜
          普通話團契(青年、成年)
          English Worship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1:30   培中少年崇拜
11:45   午堂崇拜
          普通話崇拜
          各級成長班
   培中成長班
          English Adult Bible Study

周

二

上午  10:00   姊妹手鈴練習
下午   2:00   加略山成長班

周

三

上午   9:00   早上查經祈禱會
上午  10:15   基利心山成長班
上午  10:30   非比女傳道會               
下午   7:30   查經祈禱會
上午   9:3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下午   8:0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上午   9:0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下午   7:3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周

五

下午   7:30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Formation in Christ-Likeness

主

日

下

午

 1:30   手鈴組練習

 2:15   午堂詩班練習

 2:30   印尼姐姐活動

 6:00   晚堂崇拜

周

六

上午 10:30   印尼姐姐活動
下午  2:00   少年詩班，清早堂、培中詩班，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2:30   兒童詩班練習(初級、幼稚、啟蒙、幼兒)                
下午  2:30   基督少年軍 (40分隊)
下午  3:30   各級成長班
下午  3:45   周六、早堂詩班練習
下午  4:30   少年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6:00   晚堂崇拜、木管樂組練習、 
                 少年崇拜、手鈴組練習
下午  7:30   弦樂組(每月1,3周)、少年弦樂組(每月2,4周)練習
                 路得成長班(每月1,2,3周)
下午  7:45   各級成長班 

其

他

每月第一周周一

下午 7:00  呂底亞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00  多加女傳道會 

每月第二、四周周五

下午 2:00  哈拿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五

下午 2:00  以斯帖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二、三周周四

上午 10:00  馬利亞女傳道會

每月主餐後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30  男士事工

每月第三、五周主日 

下午 2:30  晴心組(癌關團契)

上

周

聚

會

統

計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主日晚堂                 

本會少崇(六)           

培中崇拜   

培中少崇

普通話崇拜

兒童崇拜

English Worship

    每 日 讀 經 樂 享 聖 筵

 (日)  約伯記        三章

 (一)  約伯記        四章

 (二)  約伯記        五章

 (三)  約伯記        六章

 (四)  約伯記        七章 

 (五)  約伯記        八章

 (六)  約伯記        九章

主啊！我們感謝你賜下話語，好讓我們仍在地上的時候，能懷著

那份將來的盼望，期待你的再臨。到那日，你為我們抹去一切的

眼淚，除去一切的邪惡與痛苦，在新天新地中與你一同作王(啟

21:1-4)。求主讓這份期盼深植在我們的心中，使

我們在今天是非顛倒的日子能得警醒與安慰，預

備好自己，就如新婦等候基督再來一樣(啟19:7)。  

周六成長班 

主日成長班

訓練事工 

女傳道會 

普通話青年團契

晴心組(癌關團契)

基督少年軍(97)

基督少年軍(40)

男士事工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查經祈禱會(周三)
早上9時 (網上直播)，晚上7時半(網上錄播) 

負責同工：方兆雄牧師

主題：禱告讚美會

訃聞
◆ 陳品超弟兄、李妙倫姊妹已安息主懷，求主

安慰其家人。   

2 0 2 0 年 5 月 2 4 日

禱告園地
禱告園地是本教會在逢周三查經祈

禱會所列出的各項代禱需要，讓我

們以禱告記念教會聖工及眾聖徒需

要。請掃描QR code獲取有關資訊。

差會代禱事項
穆斯林群體
不少伊斯蘭國家長年處於內戰和貧窮的困境

中，新冠病毒的肆虐令當地人民在醫療設備、

糧食供應、藥物治療等方面均更見捉襟見肘。

求施憐憫的主彰顯大能，感動各伊斯蘭國家制

訂明智有效的抗疫策略，以保護人民免於病毒

感染和傳播。

為這世代守望祈禱
◆「約伯回答：『你這個女人簡直胡說！上帝

賜福給我們的時候，我們高興，祂降禍，我

們就埋怨嗎？』雖然約伯遭受種種痛苦，他

仍然不開口埋怨上帝。」(伯2:10，《現代中

文譯本聖經》)當你經歷艱難時，你是約伯

的心態，還是約伯妻子的心態呢？讓我們存

敬畏上主的心，從《約伯記》中有更多的學

習，反省信仰，反思人生。

◆ 感謝神！教會可以恢復現場的崇拜聚會，盼

望其他聚會也可以逐步恢復，信徒更懂得珍

惜彼此相聚見面的機會，與主連結，也與人

連結。

◆ 求主繼續憐憫一些疫情嚴峻的地區，保守醫

療人員，安慰因疫病而去世者的家人。

◆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

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

是應當稱頌的！」(伯1:21)

會聞
◆ 五月份會友月會原定於5月27日(三)舉行，受

疫情影響，會議延後至5月30日(六)晚上7時

30分在大禮堂進行，敬請留意！

◆ 6月7日(主日)個人佈道組出隊及街頭佈道暫

停，敬請弟兄姊妹留意。

聘請
財務部幹事/助理幹事
需負責全盤賬目/協助處理財務部日常工作，大

學畢業或同等學歷，五年以上會計工作及全盤

賬目經驗，能獨立工作，具良好溝通及分析能

力。具體聘用職級將根據應徵者之學歷及工作

經驗而定。

財務部文員
需協助處理財務部日常工作，中六或以上程

度，兩年或以上會計工作經驗，能獨立工作，

具良好溝通及分析能力。

有意者請具函履歷、近照及要求待遇，寄九
龍亞皆老街206號九龍城浸信會主任牧師收，
合則約見。收集的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應徵者如沒收到面見通知，作不合適論。

崇拜特別通告
因應政府的限聚令給予宗教活動有一些豁免，

教會逐步恢復現場的崇拜聚會，請弟兄姊妹留

意以下安排：

由5月23日(六)起，教會大禮堂恢復舉行三堂崇

拜，分別是：

(1)  周六晚堂：下午6:00

(2)  主日清早堂：上午8:30

(3)  主日早堂：暫停，進行清潔工作

(4)  主日午堂：上午11:45

大堂崇拜舉行期間設有親子區，讓家長與
子女可透過轉播參與崇拜。

奉獻
參與網上崇拜的弟兄姊妹可將奉獻支票寄回教

會或將奉獻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恒生銀行(024)：285-0-123932

匯豐銀行(004)：492-002027-001

中國銀行：012-875-2-029808-3
戶口名稱：九龍城浸信會 或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註：櫃員機轉賬或入數不用輸入括號內的數字

奉獻後請將收據資料電郵至offeringkcbc@
baptist.org.hk或WhatsApp至教會收款專用
電話96524823或郵寄正本到九龍亞皆老街
206號財務部收。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worship at 10:00am every 
Sunday in B01, Basement. 
31 May 2020(Sun)
Title: The Spirit of God is for all people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Rev. Bryan by 
email: bryan.p@baptist.org.hk
Facebook: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English Ministry

駕車會友注意
九龍醫院復康大樓泊車場於5月23日(六)開始回

復服務，敬希留意。

2020佈道大會
主題：「亂世中尋出路」

講員：朱光華牧師(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長)

9月18日(星期五) 晚上7:30
分題：燥動中求挺進

見證嘉賓：梁雨恩Cathy

               (職業飛鏢手、流行樂壇歌手及演藝人)

9月19日(星期六) 晚上7:30
分題：避險時得把握

見證嘉賓：本教會詩班樂組

9月20日(星期日) 下午3:30
分題：隔離中覓知音
見證嘉賓：譚麗珊教授(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

藥物治療學系風濕科主管)

請大家記念各樣籌備工作。

2020音樂部進修會 
「歌頌乃我禱告 My Singing is a Prayer」

日期：5月31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大禮堂

講員：羅潔盈博士

        (建道神學院實用神學部助理教授)

教會臉書直播，歡迎本教會弟兄姊妹、音
樂事奉者參與！

兒幼部 -「疫要分享」
鼓勵小朋友，每週用不同形式配合不同主題，

把相片或影片WhatsApp至65769647，

逢禮拜六晚截止。

請掃描QR code 獲取有關資訊。

圖書館通告
2020年6月2日圖書館重開，歡迎弟兄姊妹往九

樓圖書館借閱圖書。

傳道部監獄佈道組
監獄關懷「義工訓練班」

日期：6月12-26日(逢禮拜五)共三課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四樓禮堂(若因疫情影響，可能會在網上

授課及學習)

內容： 如何帶領福音聚會及關心在囚人士

要求：必須得到牧養單位之導師推薦、須甄選

 (三次到懲教所實習後方可畢業) 

截止：6月1日，可於網上填寫報名表，請弟兄

姊妹掃描QR Code 並填寫報名表及電郵

至Leona.y@baptist.org.hk 

查詢：楊麗群同工(Leona) 

         電話:27674239

關顧部栽培員訓練課程
「初信成長八課」

日期：7月7日至8月25日(逢禮拜二)、8月31(禮

拜一) ，(8月4日暫停)

時間： 晚上7:30-9:45

地點： 六樓禮堂

對象：受浸兩年或以上的本會會友，必須有傳

福音或關心栽培初信者心志

目的：訓練信徒成為栽培員，幫助初信者扎穩

信仰根基

內容：「共8堂」深入淺出的靈命栽培課程及實習

報名：會友服務處或詳細請掃描 QR Code

截止：6月21日或之前填妥報名表，

         並連同約500字得救見證交回

查詢：周麗珠同工(電話:27674226)

音樂部誠邀暑期實習生
須為成熟基督徒，現屆大專音樂系學生優先，

協助帶領和推動暑期音樂課程活動，處理文書

雜務，懂操作電腦。有意者請電郵聯絡方兆雄

牧師：wilsonfong@baptist.org.hk



以撒──神同在的祝福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創26:1-33】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0 年 5 月 1 7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陳沛偉傳道 記錄：張慶運弟兄

引言
今天我們一同思想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我們對以撒較深刻的印象，往往是他人生的兩個片段──年少

時，亞伯拉罕獻以撒；老邁時，他被蒙騙祝福了雅各。以撒一生的經歷比亞伯拉罕、雅各等人都平凡，但或許這

更貼近我們的人生。創26章可以說是聖經唯一一章以以撒為主角，當中三次提到神與以撒同在。讓我們今天通過

以撒的經歷，思想「神同在」這題目。

「神同在」其中一個意義，是神「無所不在」的屬性，祂超越一切時空。另一個意義，是神特別的與祂的子

民同在，是帶着一份關係的同在，這是聖經較多強調的。「神同在」是聖經裏面神對祂的子民由始至終的應許，

耶穌基督的名字是「以馬內利」，就是神與人同在的意思。「神同在」是我們共同渴求，但吊詭的是，常有信徒

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特別是在逆境之中。長期經歷不到神的同在，就會開始冷淡，漸漸失去生命的光彩。盼望今

天藉着以撒的經歷，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發和幫助。

一、神同在的應許（創26:1-22）
聖經對以撒的描述很特別，他好像重演了父親亞伯拉罕的一生──妻子利百加曾經不育、遇到饑荒、在避災

之地訛稱太太是自己的妹妹、為耶和華築壇與亞比米勒王立約等。作者似乎想表達以撒走上父親的路，神要通過

他延伸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和賜福；另外也想表達以撒很受父親的影響。

創26由記載另一場饑荒開始。以撒遭遇亞伯拉罕同樣的試探，就是要離棄應許之地，下到富足的埃及。正當

以撒由別是巴去到附近的基拉耳時，耶和華向他顯現，吩咐他不要下埃及去。從人的角度來看，留在附近的基拉

耳不能解決饑荒的問題。此刻以撒面臨抉擇：究竟要順服神，還是憑自己認為更有智慧的做法？這是一個很大的

考驗，然而神同在和賜福的應許令以撒感到安心，以撒立即順服，通過了考驗(創26:1-6)。不過，他很快又要面

對另一個更大的考驗。

人的恐懼和軟弱
「那地方的人問到他的妻子，他便說：『那是我的妹子。』原來他怕說：『是我的妻子』；他心裏想：『恐

怕這地方的人為利百加的緣故殺我』，因為她容貌俊美。」(創26:7)這次的考驗不單是人生旅程的方向，更是關

乎眼前自身性命的安危，是一條不歸路。以撒此刻面對信心與恐懼的交戰，能夠不計後果地相信神的應許嗎？單

單有「神同在」，究竟有多少分量呢？結果，他的恐懼、懦弱、小信蓋過了神的聲音。以撒並不全然信任神的同

在能夠保護他，最後和他父親一樣屈服於試探。諷刺的是，以撒不願把自己的生命託付給神，而這位神正是在摩

利亞山的祭壇上，將他從父親刀下拯救出來，並且親自預備公羊來代替他的那一位神！在危險裏，以撒只想到自

己的安危，沒有想到會傷害自己的妻子、傷害別人，陷別人於不義，令其他人遠離神。弟兄姊妹，當面對人生重

要關口，一些高代價的決定時，我們會否也像以撒一樣，忘記在十字架上為我們代贖的羔羊？面對突如其來的考

驗，按着人本性的軟弱，很容易妥協。我們唯有常常認定、確信神的同在和保守，在日常大小決定中不斷操練，

才能招架頃刻間湧上心頭的恐懼。

以撒的謊言最終被識破。很令人尷尬的，是由亞比米勒這個不信神的人，來責備一個神所揀選去祝福萬國的

人(創26:10)。以撒無言以對，何等的羞愧，那有顏面見神呢？他屬靈生命瞬間跌入谷底。然而，神的恩典和憐

憫超過人所能測度的。以撒雖然軟弱失信，但信實的神仍然照着應許，與他同在並賜福予他。即使在饑荒期間，

他所種的仍然得着百倍的收成，成了大富戶(創26:12-13)。這全然是恩典，不是應得的，而是白白的恩情。弟兄

姊妹，我們或許曾經軟弱，寧走自己的路，以致傷害了與神的關係；靈性跌入低谷之中，甚至將自己隱藏起來、

不再事奉，躲避神的面。詩30:5提醒我們：「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在失敗中，

人仍然能夠仰望神的恩典，或許在這時，人才更明白甚麼是恩典。

惡劣環境的挑戰
神同在不一定會「一帆風順」。以撒隨即遇到挑戰(創26:14-21)，周遭的非利士人嫉妒他的興盛，三番四次

騷擾他，封了他們的水井，還趕他們離開。以撒唯有離開居住之地，退到邊陲的山谷，但問題並沒有停止！無論

以撒重新挖出被封的井，或是挖出新水井，都惹來基拉耳牧人的攪擾。其實在饑荒中能夠挖出水井是很困難的



事，這過程本身已經很艱辛，還要加上敵人不斷的攪擾，可想而知當時他面對多大的困難。如今，以撒不但未有

按着應許得着這塊土地，反倒被這地的居民愈趕愈遠，連落腳之地也保不住。神曾應許的似乎離他很遙遠，神真

的同在嗎？ 

《神隱的上帝 God is closer than you think》一書提到，在彩虹的日子（洪水過後，有立約的彩虹），天

色常藍，很難錯過神的同在，因生命充滿太多的恩典和意義。在彩虹的日子，你感到神必垂聽自己的禱告，覺得

神常常通過聖經單獨地對你說話；罪看起來一點吸引力都沒有，因為你實在充滿喜樂！但在逆境中呢？當彩虹都

好像變成灰色的時候，如何感受神同在的意義呢？以撒每日忙於應付非利士人的攪擾，忙於尋找新的水源，疲於

奔命。或許這也是我們一些人今天生活的寫照──為口奔馳、身體軟弱、辦公室政治，社會問題等等。這時教會

生活很容易變得機械化，使我們感到厭倦、乏力，難以經歷神的同在。當問題出現時，我們的本能反應是憂慮，

而不是禱告。我們一早醒來，首先想到的是今天要背負的重擔，而不是神應許與我們分擔的喜樂。

我們都知道，期待每天都見到彩虹、每天都看見神蹟是不切實際的。與其等候事情發生，倒不如學習在平凡

的事物中看到神。嘗試每天花點時間回顧一下所遇到的人和事，不把一切看為理所當然，你會變得快樂很多，也

能看見神同在的足跡。以撒每天也要面對非利士人的威脅，可能感到頭昏腦脹，但當他安靜下來，想起餓荒期間

仍有豐收；在水源不足的艱難情況下，竟然能夠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找到水源，就必察覺這些都是神的同在和祝福

的明證。

然而，逼人的生活還得繼續，敵人的攪擾也沒有停下來。以撒又要退讓至更遠的地方(創26:22)。這次把井

挖出後，終於再沒有非利士人來攪擾了；或許是因為以撒的忍讓、包容改變了非利士人的態度，又或許是他已經

退到很遙遠的地方。無論如何，感恩的是以撒並沒有失掉對神的信心，縱然經過重重波折，他仍然能夠宣告耶和

華是賜他們寬闊之地的那一位神！一個蒙神賜福的人仍然會犯錯，也會面對饑荒和逼迫。然而，耶和華與以撒同

在，是確切的應許。人的軟弱和惡劣的環境，或許會攔阻人感受到神的同在，但這卻不能改變神同在這事實！

二、重申同在的應許（創26:23-25）
旅程的尾站是家鄉別是巴，神就在此時再向以撒顯現，並且重申第一次顯現時的應許和祝福。這特別有意思

──艱辛的旅程由同在的應許開始，也由一個同在的應許結束。期間經歷了很多困難，過程中神並沒有戲劇性地

介入，挪開困境，只是默默的看顧保守，叫以撒不遇到承受不了的苦境。神在以撒回到別是巴「當夜」就向以撒

顯現(創26:24)，這很有意思──在神的時間，並不會拖延。神對以撒說回大致同一番話，同一個的應許。這裡

的信息很清楚，儘管人會軟弱，環境會艱難，但神同在的應許由始至終沒有改變！這次的祝福，神特別卻加上「

不要懼怕！」，這對經歷了很多的以撒特別有意思。

經文沒有描述以撒當時的心情，但如果我將自己代入以撒，相信我一定很激動。神果然一直沒有離棄自己，

儘管自己曾經信不過神，之後又落在四面受敵之中，但神仍默默的保護、祝福，直到如今。這實在是太珍貴的經

歷！以撒如何表達他感激之情呢？他跟隨以往亞伯拉罕這個時候會做的，就是築壇，深深的敬拜！全然降服在這

信實的主之前，祂配得至高的尊崇！

三、能扭轉局面的同在（創26:26-33）
經文另一個高潮在創26:26-33，第三次提到耶和華與以撒同在，特別之處是由未認識神的亞比米勒道來。作

為「外邦人」，他之前對以撒處處壓迫，現在竟然反過來從基拉耳來見以撒，主動求和。這是一個出人意表的發

展。因為他「明明地看見耶和華與以撒同在」(創26:28)。亞比米勒所看見的祝福只是表面的富強，我們也知道

物質和今世的祝福並不是聖經對神賜福的全部教導，特別在新約中我們更看見屬靈的福氣是聖經更看重的。然

而，亞比米勒態度上的轉變明顯是神的工作。神雖然沒有直接出手攔阻以撒的敵人，以撒也看似節節敗退，但藉

着神對以撒一點一滴的看顧和祝福，局面最後就全然被扭轉過來。在創世記26章的整個記述中，以撒由饑荒到豐

裕；由被壓迫到被尊重，都是神同在、神祝福的結果。在整個歷程裏，神沒有放棄曾經軟弱的以撒──以撒也沒

有放棄自己，沉着面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以撒的經歷會給我們心靈開了一扇窗，看見一道不一樣的曙光嗎？

結語
以撒人生的旅程，充滿人性的軟弱和環境的考驗，但神同在卻從沒改變。神的同在，有時好像天上的繁星一

樣，要在漆黑的夜空中才方能看得更清楚。察覺神特特的同在，在我們的人生路上實在太重要，能給我們帶來力

量和盼望，闖過重重難關。在以馬忤斯路上，兩個門徒臉帶愁容，因為他們認不出與他們同行的是已復活的耶

穌，以為素來的盼望都消逝了。後來，當他們眼睛明亮了，便認出與他們同在的就是耶穌，這時才驚覺自己之前

與耶穌談話時，心中豈不是火熱的嗎！(路24:13-35)是的，耶穌的同在能夠使我們的心火熱起來！

弟兄姊妹，不要因人的軟弱、惡劣的環境而失掉信心，神的同在和祝福最終能把困局扭轉；不要隨便讓自己

的生命暗淡下來。當我們知道，已經復活的基督確實與我們同在，我們的心應該是火熱的，能叫下垂的手、發酸

的腿再次提起來！保羅提醒我們：「弟兄們，我們是憑着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一樣。」(加4:28)昔日以撒所經

歷神聖的祝福，今天同樣會臨到我們身上。神與我們同在，永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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