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复活节浸礼 (4/5)

 “系統神學: 聖道論” (April to June)

邓牧师短宣 (March)

 Daniel & Deborah 宣教方向

代祷: 谷弟兄/Susanna/Alice/Bob的姑丈;
软弱; 安慰

 6/12-14: 全教會退修會 (腓 3:13-14)



SCRIPTURE

讀經



路加福音 21:5-38

P. 1603



21:5 有人談論聖殿是用美石和供物妝飾的
；21:6 耶穌就說：「論到你們所看見的這

一切，將來日子到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
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21:7 他們

問他說：「夫子！甚麼時候有這事呢？這
事將到的時候有甚麼預兆呢？」21:8 耶穌

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因為將
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 基督
』，又說：『時候近了』，你們不要跟從
他們！21:9 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

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
不能立時就到。」



21:10 當時，耶穌對他們說：「民要攻打
民，國要攻打國；21:11 地要大大震動，

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
大神蹟從天上顯現。21:12 但這一切的事

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們，逼迫你們，把
你們交給會堂，並且收在監裏，又為我的
名拉你們到君王諸侯面前。21:13 但這些
事終必為你們的見證。21:14 所以，你們

當立定心意，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訴；
21:15 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是你

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駁不倒的。



21:16 連你們的父母、弟兄、親族、朋友也

要把你們交官；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
21:17 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
21:18 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必不損壞
。21:19 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 -
或譯：必得生命)。」 21:20 「你們看見耶

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場的日
子近了。21:21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

山上；在城裏的應當出來；在鄉下的不要
進城；



21:22 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 經上所寫
的都得應驗。21:23 當那些日子，懷孕的

和奶孩子的有禍了！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
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21:24 他

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
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
了。」21:25 「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

，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
聲，就慌慌不定。21:26 天勢都要震動，

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
不附體。



21:27 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
榮耀駕雲降臨。21:28 一有這些事，你們

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 21:29 -30耶穌又設比喻對他們說：「

你們看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它發芽的時
候，你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
21:31 這樣，你們看見這些事漸漸地成就
，也該曉得上帝的國近了。21:32 我實在

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
要成就。21:33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
能廢去。」



21:34「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

，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那日子就
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21:35因為那日

子要 這樣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21:36你們要時時警醒，常常祈求，使你

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
子面前。」21:37耶穌每日在殿裏教訓人

，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欖山住宿。
21:38眾百姓清早上 聖殿，到耶穌那裏，

要聽他講道。





SERMON

信息

3/8/15



“末世的預兆”

(路 21:5-38)

梁誠德牧師



題目Title：The Widow’s Offering   

寡婦的奉獻

經文 Passages：

路加福音Luke 21:1-4;

可Mark 12:41-44



1. The ‘Poor’ Widow

赤貧的寡婦

a. What is poor? 到底有幾窮才算?

b. How poor are we? 我們到底有
幾窮?

c. Out of resources 彈盡糧絕, 江
郎才盡(為主作見證/事奉時。)

http://TheDropBoxFilm.com

http://the/


Corrie ten Boom —

'You may never know that JESUS is 
all you need, until JESUS is all you 
have.‘

“你可能永遠不知道

耶穌是你所需要的，直到

耶穌是你所 有 的。 ”



2. Insignificant copper coin (worth 
a penny) 兩個小銅幣（一個大
錢）

a. Portion vs. Proportion 比較與
比例

b. What is given vs. left   剩飯與
盛飯



3. Gave out of all she had to live on
她把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a. God measures the     gift of 
our heart   心意

b. God measures the condition of 
our heart   心境



A B C：

a. Admit you are a sinner

b. Believe that Jesus died to pay 
the penalty for your sins

c.   Confess Jesus as your Lord and 
Savior of your life



Be：

a. Admit you are an Apprentice vs. 
Encourager      亦師亦友

b. Believe in the Lord that He 
answers prayers    神聽禱告

c.   Commit to follow wherever He 
leads                              亦步亦趨



Conclusion:

“We make a living by what we get,                                      
But we make a life by what we 

give.” Winston 
Churchill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爵士說過：
「我們靠賺得到的為生；
卻 靠肯付出的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