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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苦期第六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陳慧芬姑娘 

讚美敬拜 獻上活祭 陸志棠先生 

 榮耀的呼召  

 獻上感謝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士 6:1–27（舊約 304頁） 會 眾 

講道 兩個祭壇的故事 李恩全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祢的恩典夠用 會 眾 

奉獻  會 眾 

讚頌 讚美一神 會 眾 

家事分享  李恩全牧師 

公禱  陳慧芬姑娘 

經訓 腓 2:5–8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 



講道經文：士師記 6章 1–40節（誦讀 1–27節） 

1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就把他們
交在米甸人手裏七年。 

2 米甸人壓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為米甸人，就在山中
挖穴挖洞，建造營寨。 

3 以色列人每逢撒種之後，米甸人、亞瑪力人和東方人都
上來攻打他們， 

4 對着他們安營，毀壞土產，直到迦薩，沒有給以色列人
留下食物，牛、羊、驢也沒有留下。 

5 因為那些人帶着牲畜帳棚來，像蝗蟲那樣多，人和駱駝
無數，都進入國內，毀壞全地。 

6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緣故，極其窮乏，就呼求耶和華。 

7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緣故，呼求耶和華， 

8 耶和華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裏，對他們說：「耶和
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曾領你們從埃及上來，出了
為奴之家，  

9 救你們脫離埃及人的手，並脫離一切欺壓你們之人的
手，把他們從你們面前趕出，將他們的地賜給你們。』 

10 又對你們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你們住在亞摩利
人的地，不可敬畏他們的神。你們竟不聽從我的
話。』」 

11 耶和華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亞比以謝族人約阿施的
橡樹下。約阿施的兒子基甸正在酒醡那裏打麥子，為要
防備米甸人。  

12 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顯現，對他說：「大能的勇士啊，
耶和華與你同在！」 

13 基甸說：「主啊，耶和華若與我們同在，我們何至遭遇
這一切事呢？我們的列祖不是向我們說『耶和華領我們
從埃及上來』嗎？他那樣奇妙的作為在哪裏呢？現在他
卻丟棄我們，將我們交在米甸人手裏。」 



14 耶和華觀看基甸說：「你靠着你這能力去從米甸人手裏
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嗎？」 

15 基甸說：「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瑪
拿西支派中是至貧窮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16 耶和華對他說：「我與你同在，你就必擊打米甸人，如
擊打一人一樣。」 

17 基甸說：「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給我一個證據，使
我知道與我說話的就是主。 

18 求你不要離開這裏，等我歸回，將禮物帶來供在你面
前。」主說：「我必等你回來。」 

19 基甸去預備了一隻山羊羔，用一伊法細麪做了無酵餅，
將肉放在筐內，把湯盛在壺中，帶到橡樹下，獻在使者
面前。 

20 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說：「將肉和無酵餅放在這磐石上，
把湯倒出來。」他就這樣行了。 

21 耶和華的使者伸出手內的杖，杖頭挨了肉和無酵餅，就
有火從磐石中出來，燒盡了肉和無酵餅。耶和華的使者
也就不見了。 

22 基甸見他是耶和華的使者，就說：「哀哉！主耶和華
啊，我不好了，因為我覿面看見耶和華的使者。」 

23 耶和華對他說：「你放心，不要懼怕，你必不至死！」 

24 於是，基甸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
華沙龍」。這壇在亞比以謝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 

25 當那夜，耶和華吩咐基甸說：「你取你父親的牛來，就
是那七歲的第二隻牛，並拆毀你父親為巴力所築的壇，
砍下壇旁的木偶。 

26 在這磐石上，整整齊齊地為耶和華你的神築一座壇，將
第二隻牛獻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作柴。」 

27 基甸就從他僕人中挑了十個人，照着耶和華吩咐他的行
了。他因怕父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晝行這事，就在
夜間行了。 



28  城裏的人清早起來，見巴力的壇拆毀，壇旁的木偶砍
下，第二隻牛獻在新築的壇上，  

29  就彼此說：「這事是誰做的呢？」他們訪查之後，就
說：「這是約阿施的兒子基甸做的。」 

30 城裏的人對約阿施說：「將你兒子交出來，好治死他，
因為他拆毀了巴力的壇，砍下壇旁的木偶。」 

31 約阿施回答站着攻擊他的眾人說：「你們是為巴力爭論
嗎？你們要救他嗎？誰為他爭論，趁早將誰治死！巴力
若果是神，有人拆毀他的壇，讓他為自己爭論吧！」  

32 所以當日人稱基甸為耶路巴力，意思說：「他拆毀巴力
的壇，讓巴力與他爭論。」 

33 那時，米甸人、亞瑪力人和東方人都聚集過河，在耶斯
列平原安營。  

34 耶和華的靈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亞比以謝族都聚
集跟隨他；  

35 他打發人走遍瑪拿西地，瑪拿西人也聚集跟隨他；又打
發人去見亞設人、西布倫人、拿弗他利人，他們也都出
來與他們會合。 

36 基甸對神說：「你若果照着所說的話，藉我手拯救以色
列人， 

37 我就把一團羊毛放在禾場上。若單是羊毛上有露水，別
的地方都是乾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說的話，藉我手
拯救以色列人。」 

38 次日早晨，基甸起來，見果然是這樣；將羊毛擠一擠，
從羊毛中擰出滿盆的露水來。 

39 基甸又對神說：「求你不要向我發怒，我再說這一次：
讓我將羊毛再試一次。但願羊毛是乾的，別的地方都有
露水。」  

40 這夜神也如此行：獨羊毛上是乾的，別的地方都有露
水。 

 



聽主道筆記︰2022年 4月 10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講道經文：士師記 6章 1–40節 講題：兩個祭壇的故事 

 

引言： 

起點：築祭壇 

 

A. 建立祭壇（困境中要選擇） 

 

 

 

 

 

 

B. 兩個祭壇（事奉中要對焦） 

 

 

 

 

 

 

C. 如何築壇（挑戰中要相信） 

 

 

 

 

 



 

 

 

 

 

 

 

總結： 

不再「懼怕」！ 

 

「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與你同在！」 

 

不再挖洞，為上帝築祭壇 

 

 

 

 

 

反省和應用： 

上帝已經應許與我們同在，我還懼怕什麼？ 

 

 

 

 

  



家事分享 

1. 年議會：2022 年年議會和執事選舉將於 4 月 24 日（主日）

中午 12:00–下午 1:30舉行，請留意以下安排： 

a. 「召開 2021–2022 年度年議會通知」：信件已發放予會友，
請留意信中所列各樣安排，特別關於投票安排，若年議會
以網上形式舉行，而有會友未能於當日透過電子方式投票，
請留意事前實體票安排（包括要先索取和遞交選票等），
詳情請參信件或向同工查詢；若有會友未收到信件或有查
詢，請盡快聯絡同工。 

b. 現任執事為當然候選人，包括李淑賢姊妹、伍志業弟兄、

張棣華弟兄、何淑慧姊妹、李細妹姊妹、符梅芳姊妹及 

李家煒弟兄；新任執事候選人，包括杜健瑩姊妹、            

陳卓麒弟兄及吳國幀弟兄。 

執事候選人分享片段將於崇拜直播結束後上載教會
Facebook專頁，並放置一星期至下主日；4月 17日將一併
上載所有片段，放置至 4月 24日。 

c. 綵排和測試：為能順利以網上形式進行年議會和執事選舉，
教會將於下主日（4 月 17 日）早堂崇拜結束後 15 分鐘進
行「Zoom 會議」綵排和「Google 表單」投票測試，請會
友積極參與，以助執事會和同工作更好準備。 

（Zoom會議 ID：245 269 8844；密碼：13579） 

2. 復活節聚會： 

a. 受苦節祈禱會：將於本周五（4月 15日）晚上 8:00透過
Zoom舉行，請弟兄姊妹預備心靈參與，記念主基督受死
和復活（Zoom會議 ID：263 148 2059；密碼：24680） 

b.兒童聚會「KFC 追蹤十架」已展開，並繼續於 4 月 15、
16、23 和 30 日（星期五／六）上午 10:30–11:30 舉行，
幫助幼稚園生及小學生認識和思想耶穌的救恩。 

3.  靜修營：原於 4月 28–30日舉行之靜修營，因營地關閉而取
消，教會將於 9月 29日–10月 1日（星期四至六）再舉行靜
修營，報名安排稍後公佈。 



4. 水禮：今年水禮將於 10月 9日（主日）舉行，有意接受水禮
的弟兄姊妹，請到服務台簽名或聯絡幹事報名；簡介會和
「基要信仰課程」等安排容後公佈。 

5. 教會聚會安排：因應政府防疫措施，教會暫停實體聚會至     

4月 20日零時，並維持下列網上聚會： 

a. 主日早堂時段（上午 9:30）網上直播崇拜 

(https://www.facebook.com/EFCCTuenMunChurch) 

b. 周六早上 10:30 KFC 兒童聚會 

（Zoom會議 ID：263 148 2059；密碼：24680） 

c. 周六下午 3:00 JT青少年聚會 

d. 逢第二及第四主日 11:30–12:45主日查經小組 

午堂崇拜及兒童崇拜暫停，請肢體留在家中，參與網上崇拜，
並鼓勵家長與孩子一同參與，同心敬拜主及領受祂的話語；
其他小組或團契聚會，各按其安排，請與負責人查詢。 

6. 疫苗通行證：按政府「疫苗通行證」規定，凡進入教會的會
眾須已接種最少一針「新冠疫苗」，及掃描「安心出行」。 

7. 安息禮拜：古林清姊妹的媽媽陳淑雲姊妹之安息禮拜將於     

4 月 15 日（星期五）中午 12:00–下午 3:00 在大角咀九龍殯
儀館，301慈光堂舉行。 

Road to Calvary 往髑髅地之路 

預苦期第六週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31:9–16 賽 50:4–9上 腓 2:5–11 路 22:14–23:56 

https://www.facebook.com/EFCCTuenMunChurch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親愛主耶穌，感謝祢！祢以永遠的愛愛我們！我們曾經忘記

祢，祢讓困難臨到我們，為要呼喚我們回到祢身邊。祢以祢

的靈幫助我們，效法祢謙卑捨己，順服天父，面對黑暗不懼

怕，勇敢拆毀偶像，重建祭壇，進入祢的同在，叫主基督的

生顯明在我們身上，使更多人得著主的恩惠，榮耀歸與上帝。 

2. 福音事工： 

穆斯林齋戒月已於 4 月 2 日開始（至 5 月 2 日），願上帝憐

憫，讓穆斯林群體認識獨一真神是唯一生命道路，讓他們與

耶穌相遇，生命得改變；並願主堅固他們中間的基督徒，因

聖靈同在，能夠勇敢見證基督，散發屬基督的香氣，引領身

邊的人，歸向耶穌基督。 

3. 關顧代求： 

2022 年中學文憑試將於本月 22 日開考，本堂的朱卓琳姊妹和           

黃穎彤姊妹，和曾參與 JT 聚會的陳文昕，同為今年的考生，

願主額外保護她們，不受病毒感染，並願主賜給她們信心，

在疫情和考試安排變化中，認定上帝滿有恩典，學習全然仰

望和倚靠上帝，身心靈得着平安。 

 

 
 

本週經訓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

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

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

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立比書 2章 5–8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