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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馬賽跑 

林慶榮長老 
 

「耶和華啊，我與你爭辯的時候，你顯為義。但有一件，我還要

與你理論：惡人的道路為何亨通呢？大行詭詐的為何得安逸呢？你栽

培了他們，他們也扎了根，長大，而且結果。他們的口是與你相近，

心卻與你遠離。耶和華啊，你曉得我，看見我，察驗我向你是怎樣的

心。求你將他們拉出來，好像將宰的羊，叫他們等候殺戮的日子。這

地悲哀，通國的青草枯乾，要到幾時呢？因其上居民的惡行，牲畜和

飛鳥都滅絕了。他們曾說：『他看不見我們的結局。』耶和華說：『你

若與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覺累，怎能與馬賽跑呢？你在平安之地，雖

然安穩，在約旦河邊的叢林要怎樣行呢？因為連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

奸詐待你。他們也在你後邊大聲喊叫。雖向你說好話，你也不要信他

們。』」(耶 12:1-6) 

前言 

先知耶利米活在一個虛假的世代裡，南國猶大表面興盛敬虔，內

裡仍舊敗壞悖逆，對於先知耶利米真誠的提醒毫不理會，卻對虛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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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樂於順從。先知忠心的服事換來惡意的批評與攻擊，他心中是氣憤

難平，甚至要與 神爭辯，埋怨為何惡人的道路通達呢？難道 神是

袖手旁觀嗎？他甚願 神速速向惡人施行審判，以至他蒙受的冤屈得

以宣洩。可是 神的回應並未按照耶利米所願的來成就，看似更是加

增他的愁苦，何解呢？ 

Ａ）必然的事實 

耶利米以為 神袖手旁觀，對猶大的罪惡不加理會，可是 神的

旨意從始至終是沒有改變，祂早已預言猶大必因犯罪而招受亡國的審

判，縱有約西亞王力挽狂瀾，使 神的審判暫緩，可是百姓只為討好

約西亞王而順應潮流，在一片復興聲中感覺良好，卻未覺察生命沒有

寸進。 神藉先知耶利米提醒那時代的百姓要回轉，可是百姓卻不願

承認缺欠，一而再硬心抵擋先知奉 神的名所宣講的信息。人是容易

以吹噓外在的行動，藉此催眠自己是敬虔愛主，卻從不安靜主前並讓

主顯明與提醒，猶如啟示錄中以弗所教會自以為得主喜悅，實是受主

所責備。 

神回應先知耶

利米的禱告，以他

現今面對的困境不

過是與人同跑，尚

且覺累，那麼未來

是要與馬賽跑，那

如何是好？ 神提

醒今天的困難，不

過是與人一同練跑而已，但將來則要與馬賽跑，那才是真正的挑戰，

今天的困難是為了訓練我們面對明天的衝擊！在這疫情與政情的衝擊

下，你我的生命被顯露出甚麼來呢？是驚恐不安還是滿有平安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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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散漫或是靈性長進呢？是輕忽敬拜或認真敬拜呢？有否記得經上

的話，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並且凡立志在基督裡敬虔度日的都要受

逼迫。因為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時候，有否想到主快再來，而更要預備

迎見祂呢？ 

Ｂ）必須的過程 

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是如此演繹耶利米書十二章五節的

話：「我希望你將生命盡情發揮出來，追求正義，達到完美。我很清

楚，做世上的寄生蟲很簡單，安於平凡也很容易；但簡單不一定較

好。我呼召你過一種有目的、遠超過你所想的生活，並且應許給你足

夠的力量去成就一生的目的。如今，一有困難你就想停止了。假如這

些繞着磨坊跑的冷漠眾生令你疲倦，那麼真正的比賽——和動作迅速

的好馬比賽時，你該怎麼辦呢？究竟甚麼是你真正想要的？你是想和

這羣人漫步，還是與馬一起賽跑呢？」（Run With the Horses）畢德生

實在指出了一件要事， 神呼召年幼的耶利米承擔先知的職事，他雖

曾推搪卻受激勵承擔，並得 神應許保證能承擔此職事，故這位原本

生為祭司的人，從那備受尊榮的祭司職事，轉為受人輕賤的先知事

奉，是以行動回應了 神的呼召。 神從來沒有說過跟從祂的旨意行

是容易的，可是困難在對 神忠誠下被克服，這是從古至今一再重現

的見證。今天你我看重的是甚麼呢？究竟 神的呼召在我們身上有否

被顯明呢？ 

箴言十七章三節記載：「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煉

人心。」沒價值的在火煉的過程中會被除去，但有價值的則會因變得

更純正而提升本身的價值。成長中的挫折正是熬煉人心的火燄，給與

提升生命的造就，使克服困難的生命能耐能長存人心。 神寶貴祂的

子民，不會讓人白白受苦，困難實是另類祝福與培訓，為要人在日後

可承擔更重要的託付，贏取 神更大的賜福與記念。倘若我們今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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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小的難處上未顯忠誠，又豈能期望在逼迫的日子為主作見證呢？今

天的政情與疫情有否把我們生命中的雜質顯露出來呢？這些雜質是否

在主的熬煉中被丟棄呢？你我的生命是否更純正呢？這個世界的幻變

與不安，有否使你想到基督永恆的國度才是我們真實的盼望呢？ 

Ｃ）必定的得勝 

此番話看似無情，實是 神對耶利米一直以來的忠誠作出肯定，

他一直堅持對 神誠實，不肯與百姓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不願被虛

假的口號所迷惑，即使受盡委屈而淚流滿面，甚至灰心失望至想退

去，可是內裡對 神的忠誠卻不容他放棄(參耶 20:7-9)。但 神的提

醒，今天是與人同跑，未來是與馬賽跑，今天靠 神恩典與人同跑，

未來能與馬賽跑同樣是靠 神恩典！或許有人以與馬賽跑必定會失

敗，可是有否想起以利亞的故事，因 神的靈降臨在他身上，他奔跑

越過亞哈的馬車，比亞哈更早到達耶斯列城門嗎？ 

神從來沒有否認

難處的存在，可是

祂信任回應祂呼召

的人，世情要按祂

的旨意邁向終局，

雖然眼見的環境未

必如我們心意，可

是卻不能越過祂的

掌權。人要明白 

神的回應未必帶來即時的解脫，人更需要更完全委身於祂，堅定不移

地仰望祂的慈愛，經歷祂是信實無變的。詩人提醒我們：「耶和華啊，

求你記念祢的憐憫和慈愛，因為這是亙古以來所常有的。」(詩 25:6) 



 
 

5 

結語 

一個悖逆 神的世代，能帶給人不過是充滿困難與辛酸的生活，

人可以選擇日復日隨波逐流，去追尋所謂的安舒生活，或許不需要為

信仰受逼迫，實質是以另類的勞苦來替代而已。敬虔度日是要付代

價，日子並不容易過，是要靠主恩典才能踏平困難。今天忠誠的付代

價，才能在明天更大的困難裡站立得穩。信仰是否值得付代價呢？若

今天輕言放棄或放輕信仰，那你在明天還有甚麼能耐可面對挑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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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本年的「長執同工交通會」定於 7/6(日)下午 3:00假沙田堂舉行，請

各堂教牧、長執、同工準時出席。 

2. 本年度的「少年夏令會」因疫情緣故取消，請有關肢體留意。 

3. 招聘報告：翠屏課餘託管中心招聘「主任助理」，協助主任一般行政

工作、籌劃及帶領活動、功課輔導、管理課室秩序及接放學等；中

六或以上程度，有愛心能團隊合作，五天半工作，一年相關經驗。

求職者可電郵履歷至 info@tctfhlc-hk.org，資料只供招聘用。 

mailto:求職者可電郵履歷至info@tctfhlc-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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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6月份教會局部開放讓肢體回來參與崇拜，團契及小組也可以在 6

月恢復在教會的聚會。 

2. 教會期望在 21/6 恢復擘餅、主日學、崇拜和兒童聚會。(網上直播

仍維持一段時間) 

3. 21/6 福音主日，主題：逆流而上。 

4. 長青團鄭永祥弟兄於 5月 28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弟兄的家人。 

 

六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7/6 何子雄先生 余耀忠 馮潔嘉 林廣明、勞穎嫺、李美儀 

14/6 鄭嘉慧姑娘 王  昆 吳卓怡 雷啟宏、黃葵鳳、曹政怡 

21/6 鄭志興長老 何先生 余詩敏 待定 

28/6 王安洋牧師 梁成坤 吳卓怡 待定 

 

  



 
 

8 

 

 

 

 

 

消息及代禱 

1. 星期三晚祈禱會：3/6、17/6；星期日月禱會：28/6為福音主日祈

禱。 

2. 長者查經：10/6、24/6(三) 

3. 派福音單張：13/6、20/6、27/6(六)下午 2:00-3:00，無需報名，參

與肢體按時出席便可。 

4. 28/6 為福音主日，主題：「疫」境•同行，講員：蘇振強牧師。請

邀請親友出席，並懇切祈禱。 

5. 逐漸恢復實體聚會，願我們重視相交、敬拜，也願我們有好的適

應和平安。 

 

六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7/6 鍾志球先生 嚴家豪 黎可欣 李逸榮 

14/6 林慶榮長老 劉冠邦 康慧敏 梁漢傑 

21/6 雷露珊姑娘 黃祖蔭 李詩蔓 羅知行 

28/6 蘇振強牧師 高永健 黎可欣 譚詠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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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緩和，宗教活動在限聚令下獲得豁免，本堂

將逐步恢復實體聚會，已於 5月 31日上午 11:15恢復實體主日崇拜

及擘餅記念主環節(包含在崇拜聚會中))，同步設有以影音為主的兒

童崇拜時段。 

2. 實體月首祈禱及星期三教會祈禱會取消，直至另行通知。除了發放

Whatsapp 版「祈禱之訊」外，下周三（3/6）晚上 9:00 我們會繼續

進行視像網上教會祈禱會。請弟兄姊妹按時參與，一齊同心禱告，

互相守望。 

3. 6月 7日為奉獻主日，講員：李穎蓮教士。願聖言調校並更新我們

奉獻的觀念與生活，讓我們的奉獻生活能更蒙主悅納及喜悅。原定

崇拜後的「教會財務交通禱告會」延期進行，將另行通知。 

4. 為林寶燕姊妹(Polly)感恩祈禱，感謝神醫治姊妹，康復進展暢順，

為她的腦積水問題能完全康復，心靈經歷平安與盼望，希望可以探

病和早日康復出院。記念洪錦吉弟兄和兩孩子，願主安穩他們的心

靈。 

5. 願神施恩醫治身體抱恙的肢體與家人：葛志揚世伯(順利完成膝蓋換

骹手術)，梁強世伯(身體衰退漸瘦)，周姑娘(尾龍骨傷治療康復進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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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7/6 李穎蓮教士 吳家樹 方  娜 李國柱、周麗瓊 

14/6 葉振璋先生 楊志聰 朱寶瑤 馬振全、趙武玲 

21/6 林慶榮長老 葛文俊 方  娜 黃旭榮、林莉凱 

28/6 周素芬姑娘 李紹良 朱寶瑤 袁家榮、鄭夢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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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2020 年題「扎根主裡，常存盼望！」，6月學習重點：輕看地上至暫

至輕的苦楚。 

2. 感謝主，堂會光纖寬頻已經更新，記念能早日可一起網上同步敬拜。 

3. 請記念疫情下堂會中有工作轉變或待業肢體、病患覆診者、前線醫護

人員及照顧子女的家長，因依靠主而經歷神的恩典。 

 

六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7/6 梁國強先生 -- -- -- 

14/6 雷靜儀姑娘 -- -- -- 

21/6 何啟明牧師 -- -- -- 

28/6 葉國麟先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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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27/6 (六)下午 4:30全教會派單張，另外派單張時段為翌日上午

10:00，求主激勵我們佈道心志！ 

2. 28/6(日)福音主日，講員：陳大源先生，主題：「抗"逆"良方」，內

容：「面對逆境，仲可以點？」盼望福音能成為未信者的出路。 

3. 5/7(日)婦女查經班感恩會於 3:00pm舉行，主題：「疫中有祢，

信、望、愛」。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六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7/6 鄭志興長老 吳志明 陳惠珠 沈可平、伍麗嫦、戴景欣、鄭佩琪、吳萼梟、盧慧桃 

14/6 趙雁婷姑娘 郭俊傑 袁宏毅 譚國偉、游振琼、余得米、劉小玲、袁宏獻、曾秀蓮 

21/6 鍾志球先生 譚紹德 李綺雲 袁宏智、陳美倫、王麗琼、劉懿嫻、陳  彩、李綺雲 

28/6 陳大源先生 蔡文偉 周燕如 周國賢、何金蓮、楊少萍、張寶兒、張詠思、黃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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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6月 7日敬拜主日，講員：李秋霞姑娘。 

2. 7月 5日福音主日，講員：劉進圖先生，題目：暴風中的平靜。崇

拜後有講座：風暴時局下持守召命。 

3. 6月份主日學：耶利米書(郭罕利博士錄影)，然後一同有討論。 

4. 6月份開始實體聚會，包括：主日學、擘餅、崇拜。兒童崇拜則待

復課後安排。 

5. 6月份開始梁國強先生於翠屏堂轉作半職傳道，主要工作日為星期

五至日。 

 

 

六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7/6 李秋霞姑娘 梁廣煒 郭伊莉 劉慧儀、蕭煥攀、張欣欣 

14/6 陳家駿傳道 楊偉山 羅肇恩 劉慧儀、李婉玲、張欣欣 

21/6 黃天逸牧師 邱靜安 黎曉心 劉慧儀、李麗珊、張欣欣 

28/6 梁國強先生 邵宇清 劉穎明 劉慧儀、易  澄、張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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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疫情打亂了不少人的生活節奏。求主記念各肢體在轉變中能夠安

靜，看重與神的關係，享受靈裡的滿足。 

2. 疫情開始受控，對教會的聚集也放寬，感謝主！求主賜教會能智慧

地安排，逐步恢復實體崇拜及各個聚會。 

3. 能夠面對面相見交談，原來不是必然！願弟兄姊妹珍愛相交的生

活，在主內互相關懷。 

4. 6月恢復主日聚會安排： 

 7/6 恢復擘餅、主日學及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及教會祈禱會計劃 7月恢復 

5. 14/6 為「家庭主日」，並設下午(2:30-4:00)講座「生命加油站」，

內容：家庭是上帝讓人得享親密關係、團契的加油站，但油站亦是

最易燃的地方，若處理失當會爆炸。此工作坊讓我們一同學習建立

關係的實踐方法。歡迎各弟兄姊妹出席參與。講員均為劉英峰牧師

(播道會恩福堂伉儷團契範疇副主管、家庭事工部部長)。 

6. 21/6「福音主日」，講員：戴志遠先生，題目：疫境求生，請努力

邀請親友出席。 

7. 28/6「追求主日」，講員：陳鴻先生(明道社社長)，當日設書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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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7/6 譚志超博士 高作雄 鍾詠珊 關秀明、孔塘妹 

14/6 劉英峰牧師 劉安傑 梁淑恒 梁思明、鄭冠明 

21/6 戴志遠先生 曹文康 張文珊 林楚德、顏青敏 

28/6 陳  鴻先生 溫健輝 梁恩能 柯皓然、周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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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6/6(六)哥轄團契第 4屆感恩會，歡迎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共

證神恩。 

2. 7/6 (日)上午 10:00為月首祈禱會，請弟兄姊妹備心出席，11:00為

主日崇拜。 

3. 7/6(日)下午 3:00 假沙田堂舉行「長執同工交通會」，請各教牧、

長執、同工預留時間出席。 

4. 28/6(日)上午 10:00為記念主聚會，請弟兄姊妹備心出席，11:00 為

主日崇拜。 

5. 2020 年 5月中至 7月中(共 8個星期，一週 5日) 舉行 Youth 121

青年領袖培訓計劃(經訓：傳 12:1 及羅 12:1)，訓練一群有心志、

有潛質的青年信徒，成為屬靈領袖，讓其更委身教會及承傳信

仰，投身神國事奉，願主使用訓練及建立青年人。 

6. 10-24/6(共 10 天的活動)舉行 D-One 2020 計劃(D for Discipleship, 

One for One Lord、One Identity and One Mission)，培育青年信徒成

為有志改變大專文化大學生，並透過確認天父兒女身份，委身傳

福音的使命，願主使用及建立青年人。 

7. 播道神學院神學生韓浩揚先生將於本年 6月至明年 4月底到本堂

實習，求主使用、建立及造就更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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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7/6 關惠如姑娘 敬拜隊 練鳳儀、王美珠 

14/6 梁國強先生 敬拜隊 簡倩萍、吳炳林 

21/6 鄭瑞邦先生 敬拜隊 梁敏聰、勞寶兒 

28/6 劉麗梅姑娘 韓浩揚先生 李戀欣 黃秩安、張業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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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6月將陸續恢復實體崇拜，每主日優先讓沒有智能手機及較少網上

數據肢體出席，其次安排不同團組出席，詳情如下： 

 7/6：挪亞小組、沙龍團 

 14/6：彼得團、姊妹小組 

 21/6：父親節主日，歡迎所有父親、家庭、沒有參與團組肢體出

席 

 28/6：以勒團、加略團 

惟少年及兒童團組將延至 7月再作安排，敬請留意最新通知。 

2. 6月 21 日父親節主日，講員為霍劍青傳道，記念講員信息及各父

親的出席。 

3. 7月 4日(六)5-6:30PM 合團差傳及宣教士分享，請團友備心出席。 

4. 梁秀霞姑娘母親梁陳軒梅姊妹之安息及出殯禮已於 5月 17-18日順

利完成；記念家人的心情及未信家人早日信主。 

5. 為家駿傳道和美湘姊妹婚後適應及美湘父親早日信主祈禱。 

六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 防疫 

7/6 陳家駿傳道 鄭志康 潘頌詩 楊樂心、李婉君、潘諾施、李健菁 

14/6 關惠如姑娘 楊約瑟 饒皓蓉 陳麗珍、張月娥、劉婉雲、鄧燕儀 

21/6 霍劍青傳道 劉曙明 饒皓蓉 唐元源、關彩汶、黃炳森、梁雪馨 

28/6 賴瑞娟姑娘 鄧思維 潘詠恩 張月娟、鄭德智、莊詠華、郭錦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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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教會仍進行崇拜實時直播，早上 11:15 開始聚會，崇拜錄影保留至第

二天的早上 10 時。教會亦有限度開放 30 位(不包括事奉人員)給有

需要肢體作實體崇拜。實體擘餅聚會於早上 10:15-10:45舉行，名額

15位。團契及小組實體聚會全面恢復。 

2. 6月 28 日為祈禱主日。 

 

六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7/6 龍胡啟芬講師 梁鋕權 羅影儀 梁  希 

14/6 劉麗梅姑娘 鄭健川 李淑嫻 傅俊廷 

21/6 趙雁婷姑娘 區天勤 王思婷 蔡煥娣 

28/6 葉振璋先生 龔家毅 林嘉文 譚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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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由於限聚令豁免宗教聚會，因此大埔堂將於 6月 7日恢復主日崇

拜聚會，為配合法例，肢體進入需量度體溫、洗手消毒及配戴口

罩，而場地擺設及聚會流程均會重新編排，敬請注意！ 

2. 感謝神！教會大清潔已分別在 5月 23及 30日進行，透過肢體的

參與，已完成在恢復聚會前的清潔及執拾。 

3. 請記念在恢復聚會前的事奉人手安排及聯絡工作，求主讓肢體積

極回應事奉的邀請及適應重新編排的聚會流程。 

4. 請記念大埔商業中心仍在大型維修中，恢復聚會後需有新的適應

及安排，尤其是現正進行逐層洗手間維修工程，求主保守過程順

利及盡快完工。 

5. 神學生李健壕弟兄於本年 5月份開始在大埔堂實習，請記念弟兄

的適應及在疫症期間的關顧事奉安排。 

 

六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7/6 黃鴻權先生 -- -- -- 

14/6 蔡靜儀姑娘 -- -- -- 

21/6 鄭以心牧師 -- -- -- 

28/6 梁婉心姑娘(福音主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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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鑑於涉及宗教聚會的限聚令有所放寬，經過執事會商討後，已恢復

實體崇拜及擘餅聚會，主日聚會安排如下： 

 9:15-10:30AM 崇拜(一)：天恩/家長、迦勒團、加利利團肢體 

 10:40-11:10AM擘餅聚會：在本堂受浸或已轉會到本堂肢體 

 11:20-12:30PM崇拜(二)：以諾團、約拿單團、及其他弟兄姊妹 

其他聚會將按情況陸續作出相應的調節。 

願我們以靈巧與純良的心去適應改變，在風風雨雨中成長，與主

同心同行，堅持愛主愛人！ 

 

六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7/6 (一/二)葉振璋先生 譚錫雄 劉羨儀 -- 

14/6 (一)林慶榮長老  (二)戴志遠先生 王國良 李炎敏 -- 

21/6 (一/二)邵啟良先生 梁仲豪 陳麗香 -- 

28/6 (一/二)蔡寶絲姑娘 張宗揚 張寶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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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慶榮長老 

書名：同祢  患難與共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作者：提摩太•凱勒 (Timothy Keller) 

譯者：趙剛 

出版：希望之聲文化有限公司 

（台北，2017 年 10 月一版一刷，430 頁） 

簡介： 

苦難是無處不在，無法避免，其範圍也常常

無所不包。盼望遇不到苦難是沒有「認真對待生

命」。作者盼望讀者在這些可怕現實的背景之

下，也能好好地，甚至是喜樂地生活。失去所愛的人，罹患衰殘致命

的疾病，遇人際關係上的背叛，財務上的危機，道德上的失足——無

論人採取甚麼樣的預防措施，這所有的事總有一些會冒出來，人生就

是如此無可救藥的脆弱，服從我們力所不及的勢力。人生就是場悲

劇，沒有人能夠倖免。沒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資源去面對，本書作者要

證明這種支援必須是不可避免地屬靈。 

本書分為三個部份：認識煉爐、面對煉爐、在煉爐中與 神同

行。作者引用「煉爐」這個喻象，指出放進煉爐的東西可以得到重

塑、提煉、純淨，甚至美化。就苦難而言，帶著信心來面對與忍受，

苦難最終會讓人變得更好、更強壯、更充滿卓越與喜樂。書中除了作

者自身的經歷與體會，亦集結許多在服事受苦者的見證。在苦難中以

避開、否認或放棄的態度只會使事情變得更壞，但人亦可在煉爐中轉

向 神，必會經歷 神的保證：「我必與你同在，試煉成祝福，使你最

大困苦成屬靈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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