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生命事奉的工程

撒迦利亞書研讀

4. 撒迦利亞書的大綱 - 重整生命事奉的工程
1:1-6 重整的起點-轉向神
1:7-8:23 重整的層面- 重新經歷神的同在8個異象與神諭
9:1-11:17 末世：耶路撒冷與列國 (接受、倚靠及親近神)

12:1-14:21 末世：耶路撒冷的榮耀 (相信及期待神)

1:7-8:23 重整的層面- 重新經歷神的同在8個異象
與神諭
神會施恩眷顧 (1:7-2:13)
神會進行潔淨 (3:1-10)
神會給予幫助 (4:1-14)
神會對付罪惡 (5:1- 6:8)
神會作王管治 (6:9-15)
神要求真誠 (7:1- 8:23)

神要求真誠 (7:1- 8:23)
7:1-7

• 要離棄儀文宗教的虛妄

7:8-14

• 要轉向實際的敬虔生活 (行公義、好憐憫)

8:1-23

• 耶和華揭示要復興猶大家的心意

對於以色列人的問題，神分開四次來回答
首兩次的回答是負面的(過去的 ):

後兩次則是正面 (現在的 ):

7:5 你要宣告國內的眾民、和祭司、 8: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錫
說、你們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
安心裏極其火熱‧我為他火熱、向
食悲哀、豈是絲毫向我禁食麼‧
他的仇敵發烈怒。

7:9 萬軍之耶和華曾對你們的列祖
如此說、要按至理判斷、各人以
慈愛憐憫弟兄。

8:19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四月
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
的日子、必變為猶大家歡喜快樂
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期‧所以你們
要喜愛誠實與和平。

綜合這四次回覆，神表明祂要求子民有 “實質” 的信仰，不要停留在表面或
形式的層面，換言之，神要我們 “深化” 自己的信仰。

7:9,10 兩節互相呼應的的平衡關係

7:9要按
至理判
斷

7:10 不
可欺壓

7:9以慈
愛憐憫

寡婦、孤
兒、寄居
的、和貧
窮人

弟兄
7:10 不
可心裏
謀害

撒迦利亞書 8:1-23 神的第三及第四個回答

8:1-8

8:9-17

8:18-23

• 回答三： 應許將與百姓同在-復興的宣告

• 回答四： 應許將與百姓同在-復興的勸勉

• 禁食的日子要變成歡喜快樂的日子，各國各族的人都要來尋求耶和華

8:1-8回答三： 應許將與百姓同在-復興的宣告
和合本

8:1萬軍之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8: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錫安心裏極其火熱‧我為他火熱、向他的仇敵發烈
怒。
NLT
8:1 THEN ANOTHER MESSAGE CAME TO ME FROM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8:2 “THIS IS W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AYS: MY LOVE FOR MOUNT
ZION IS PASSIONATE AND STRONG; I AM CONSUMED WITH PASSION FOR
JERUSALEM!
現中
8:1上主─萬軍的統帥給撒迦利亞以下的信息。他說：

NIV: 8:2 This is what the LORD Almighty says: "I am very jealous for Zion; I
am burning with jealousy for her.“
NASB 8:2 "Thus says the LORD of hosts, 'I am exceedingly jealous for Zion,
yes, with great wrath I am jealous for her.’

原文直譯:

極其: 原文是: ; גָּדֹולTransliteration: gādôl ; 簡意是: 巨大的; 1a) 大的
(在尺寸和範圍上); 1b) 在數字上; 1c) 在強度上; 1d) 大聲 (聲音);
1e) 年長 (年齡); 1f) 在重要性方面
火熱: 原文是:  ; קָּ נָּאTransliteration: qānāʾ ;
簡意是: 1) 狂熱, 熱心, 妒忌
1a) (丈夫的) 熱情與妒忌 ;
1b) 狂熱
1b1) 人對神,對神的殿的
1b2) 神對人的
1c) 生氣的狂熱
1c1) 人對敵人的
1c2) 神對人的
MECD: (of negative attitude) to be jealous, be envious; (of positive attitude)
to be zealous

烈怒: 原文是: ; חֵ מָּ הTransliteration: ḥēmâ; 簡意是: 烈怒, 熱氣, 盛怒
MECD: anger, wrath, fury, rage, from the base meaning of heat (as in “hotheaded”);
這節的原文意思是: 我為錫安嫉妒而極其狂熱，我為她嫉妒而發熱心（英
文NASB、KJV譯本），表達了神因著強烈的愛而生發的熱心。因著這份因
愛而生的熱心，神管教百姓、懲罰仇敵，並且將要恢復失敗的百姓。
和合本 8:3 耶和華如此說、我現在回到錫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
冷必稱為誠實的城‧萬軍之耶和華的山必稱為聖山。
NLT 8:3 “And now the LORD says: I am returning to Mount Zion, and I will
live in Jerusalem. Then Jerusalem will be called the Faithful City;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will be called the Holy Mountain.
現中 8:3 耶和華這樣說：『我要返回錫安，住在耶路撒冷裡面；耶路撒
冷必稱為「信實之城」，萬軍之耶和華的山必稱為「聖山」。』

我現在回到錫安: 先知以西結曾經描述耶和華上帝的靈依依不捨的離開聖殿;
然後離開耶路撒冷。因為聖殿居然滿了偶像的崇拜 耶路撒冷城充滿了敗壞
跟罪孽所以上帝的靈離開聖殿、 離開耶路撒冷。結9:3 以色列 神的榮耀本
在基路伯上、現今從那裏升到殿的門檻‧10: 19 基路伯出去的時候、就展開
翅膀、在我眼前離地上升、輪也在他們的旁邊、都停在耶和華殿的東門口‧
在他們以上、有以色列 神的榮耀。
現在神應許要回到錫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 這對於當時的猶大人來說，
是何等大的安慰。
誠實： 原文是:  ; אֱמֶ תTransliteration: ʾemet; 簡意是: 堅固, 忠實, 真實 (MECD:
127x faithfulness, reliability, trustworthiness; truth, what conforms to reality in
contrast to what is false)
誠實：在這章總共出現四次 8:3 8:8 8:16 8:19  強調百姓被恢復的結果。
耶路撒冷必稱為誠實的城不是因為其中的居民能保持”誠實”。
誠實(34:6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
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聖 (Holy): 原文是: ק ֶדׁש
ֹ ;Transliteration: qōdesh; 簡意是: 分別, 神聖 (MEDC:
470x holy or sacred thing, holy or sacred place, sanctuary; holiness, set apart as
dedicated to God)
聖潔（利11:44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
聖潔的．你們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穢自己．）
John L. Macay (p184): The fundamental distinguishing fact about Zion was
the divine presence. Zion was also used to describe the place of the Lord’s
future redemption (Isa 4:5; 28:16), where he will com as a Saviour (Isa
24:23, 59:20). The name of the place is frequently extended to denote its
inhabitants (Isa 51:16)
問題： 誠實及聖潔是反影了甚麼？這節的教導對我們今天的信徒與教會
有甚麼提醒？

和合本 8:4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將來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
冷街上‧因為年紀老邁就手拿枴杖。
NLT 8:4 “This is w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ays: Once again old
men and women will walk Jerusalem’s streets with their canes and will sit
together in the city squares.
現中 8:4 「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年老的男女必再坐在耶路撒冷的街
上；他們因為年紀老邁，各人都手拿拐杖。
NIV: This is what the LORD Almighty says: "Once again men and women
of ripe old age will sit in the streets of Jerusalem, each of them with cane
in hand because of their age.
 John L Macay p187: There is emphasis placed on the fact that it is ‘once
again’. It is looking back to a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when it enjoyed
prosperityand security, probably the day of David and Solomon (1 Kings
4:25; 10:27)
 參空中聖經學院第九講， 陳志宏牧師亦有類似的看法

和合本8:5 城中街上、必滿有男孩女孩玩耍。
NLT 8:5 And the streets of the city will be filled with boys and girls at play.
現中 8:5 城裡的街上必滿了男孩女孩，在街上嬉戲。』
從巴比倫回歸需要長途跋涉四個月，因此，回歸的百姓中老人和孩子
並不多。但神應允將使耶路撒冷得享平安，百姓可以平安地活到年紀老
邁（8:4），孩子可以在街上自由玩耍（8:5）。
和合本 8:6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到那日、這事在餘剩的民眼中看為希
奇、在我眼中也看為希奇麼‧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NLT 8:6 “This is w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ays: All this may
seem impossible to you now, a small remnant of God’s people. But is it
impossible for me? says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現中 8:6 「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在那些日子，這事在這餘剩的子民
眼中被視為不可能的奇蹟，在我眼中也視為不可能嗎？』這是萬軍之耶
和華的宣告。

NIV 8:6 This is what the LORD Almighty says: "It may seem
marvelous to the remnant of this people at that time, but will it
seem marvelous to me?" declares the LORD Almighty.
到那日: 新譯本翻譯成 ‘那些日子’ 應該是指他們當時的現況。就是
8:10所指的那日; 就是開始重建聖殿的日子。所以上帝指出當時的景況
在那些回歸的餘民的眼中, 其實耶路撒冷要有這麼大的復興; 似乎是不太
可能的事情 但是對神來説, 在神豈有難成的事情? 到那日從東到西餘民
要絡繹不絕的歸回到耶路撒冷 。
• 第二次歸回 - 拉7:27-10:44 (458 BC 以斯拉率一千七百多猶太人返
國。 )
• 第三次歸回 - 尼1 – 13章 (445 BC 尼希米返國重建聖城。)
• 從埃及王下23：34； 耶43：7， 44：15
• 從波斯帝國（以斯帖記3：8； 9：20）

和合本
8:7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從東方、從西方、救回我的民‧
8:8 我要領他們來、使他們住在耶路撒冷中‧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
他們的 神、都憑誠實和公義。
NLT
8:7 “This is w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ays: You can be sure that I
will rescue my people from the east and from the west.
8:8 I will bring them home again to live safely in Jerusalem. They will be
my people, and I will be faithful and just toward them as their God.
現中
8:7 「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看哪！我必從日出之地和日落之地拯救
我的子民。
8:8 我要把他們領回來，讓他們住在耶路撒冷；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
也要憑著信實和公義作他們的 神。』

8:6-8 撒迦利亞當時代的應用

餘民要絡繹不絕的歸回到耶
路撒冷恢復與神的關係

8:6-8 今天的應用

福音傳給外邦人徒2：
39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
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
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
們 神所召來的。 與
神復和

8:9-17回答四： 應許將與百姓同在-復興的勸勉
和合本
8:9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當建造萬軍之耶和華的殿、立
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說的話、現在你們聽見、應當手裏強壯。
8:10 那日以先人得不著雇價、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敵人的
緣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眾人互相攻擊。
8:11但如今我待這餘剩的民、必不像從前‧這是萬軍之耶
和華說的。

NLT
8:9 “This is w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ays: Be strong and finish the task! Ever
since the laying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Temple of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you
have heard what the prophets have been saying about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8:10 Before the work on the Temple began, there were no jobs and no money to hire
people or animals. No traveler was safe from the enemy, for there were enemies on all
sides. I had turned everyone against each other. {NIV: … No one could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safely because of their enemies, since I had turned everyone against their
neighbor.}
8:11 “But now I will not treat the remnant of my people as I treated them before, says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現中
8:9 「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在萬軍之耶和華的殿奠立了根基，預備建造的日子，
你們這些在當時聽過眾先知親口宣告這些話的人，現在你們的手務要剛強。
8:10 因為在那些日子以前，人作工是沒有工價的，牲畜也是這樣，並且因有敵人的
緣故，人出入就沒有平安，我也使眾人互相攻擊。
8:11 但現在我待這些餘剩的子民必不像從前的日子那樣（這是萬軍之耶和華的宣
告）。

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說的話: 這裡應該指先知哈該的話; 該 1:6-11 2:1519
手裏強壯: 參哈該書 2:4 耶和華說、所羅巴伯阿、雖然如此、你當剛強‧
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阿、你也當剛強‧這地的百姓、你們都當剛
強作工、因為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那日以先: ESV: before those days,

John L. Mackay(p191) – referring to the time when decisive action was
taken to restart the temple building project.
8:9-10 百姓雖努力工作，卻得不到應得的報酬 當你人生目標的次序放
錯了、與神的關係遠離了、您的生活會怎樣？ 如何藉撒迦利亞書的教
導去改變？ 有沒有具體的例子去說明？

先知在這邊的勉
勵 有兩個重點

分別是勉勵以
色列人要持續的
建造聖殿的工作
不要停止

然後要深化與
神的關係過一
個合神心意的生
活

➢ 過去的困難都因著神的應許與同在得到改善
➢ 現在情況已經改變了美好的事情正不斷的在發生

和合本
8:12 因為他們必平安撒種‧葡萄樹必結果子、地土必有出產、天也必降
甘露‧我要使這餘剩的民、享受這一切的福。
8:13 猶大家和以色列家阿、你們從前在列國中怎樣成為可咒詛的、照樣
、我要拯救你們、使人稱你們為有福的‧〔或作使你們叫人得福〕你們不
要懼怕、手要強壯。
NLT
8:12 For I am planting seed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among you. The
grapevines will be heavy with fruit. The earth will produce its crops, and the
heavens will release the dew. Once more I will cause the remnant in Judah
and Israel to inherit these blessings.
8:13 Among the other nations, Judah and Israel became symbols of a
cursed nation. But no longer! Now I will rescue you and make you both a
symbol and a source of blessing. So don’t be afraid. Be strong, and get on
with rebuilding the Temple!

現中
8:12 因為五穀必生長繁茂，葡萄樹必結果子，地土必出土產，天也必降
下甘露，我要使這些餘剩的子民承受這一切。
8:13 猶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們從前在萬國中成為可咒詛的，將來，我
要拯救你們，使你們成為祝福。你們不要懼怕，你們的手務要剛強。』
• 在8:9-13節, 這段經文當中, 原文開始跟結束都 都是’手要剛強 ‘。這個
字把這整段經文包裏起來 。
• 手要剛強這個片語, 通常用來鼓勵人要勇敢的作戰。但是在咍該書二
章4節類似的話卻用在重建聖殿的工作當中。
John L Mackay (Page 194): The pathway to blessing and usefulness is by
way of obedience to task in hand. They are called on to be active in the
duty presently assigned to them, and to wait with expectation to see how
God will use their obedience to further His purposes.
這對於我們今天的事奉有甚麼提醒？

和合本
14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列祖惹我發怒的時候、我怎樣定意降禍、並不後悔
‧
15 現在我照樣定意施恩與耶路撒冷、和猶大家、你們不要懼怕。
16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各人與鄰舍說話誠實、在城門口按至理判斷、使人和睦‧
17 誰都不可心裏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這是耶
和華說的。
NLT
8:14 “For this is w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ays: I was determined to punish
you when your ancestors angered me, and I did not change my mind, says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8:15 But now I am determined to bless Jerusalem and the people of Judah. So don’t
be afraid.
8:16 But this is what you must do: Tell the truth to each other. Render verdicts in your
courts that are just and that lead to peace.
8:17 Don’t scheme against each other. Stop your love of telling lies that you swear
are the truth. I hate all these things, says the LORD.”

現中
8:14 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你們的列祖惹我發怒的時候，我曾定意降禍
在你們身上，並沒有改變心意（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8:15 照樣，在這些日子裡，我定意恩待耶路撒冷和猶大家。你們不要懼怕。
8:16 你們應當行這些事：你們各人要與鄰舍說真話，在你們的城門口要憑
著誠實和公正施行審判。
8:17 你們各人不要心裡圖謀惡事，彼此陷害，也不可好起假誓，因為這些
都是我所恨惡的。』這是耶和華的宣告。」

8:14-17 要點簡列

那日以先(列祖惹神發怒
的時候)

現在(聽了先知們的信息
願意繼續建殿)

神定意降禍、並不後悔

神定意施恩與耶路撒冷、
和猶大家

誰都不可心裏謀害鄰舍、也不可
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所
神恨惡

與鄰舍說話誠實、在城門
口按至理判斷、使人和睦

思想與反省:

• 切實行道: 深化信仰的特徵，除了全心為主之外，還有切 實行道。
那班猶大百姓的問題，不但是流於表面和形式，並且他們漠視神
的話語。 讓我們藉切實行道來深化自己 的信仰。
• 抓緊應許 : 形式化的信仰，不單不會為神而活，漠視神的吩咐，也
會忽略神的應許。相反，實質的信仰除了 全心為主，切實行道之
外，還會抓緊神的應許。 在這章裡， 神給了猶大百姓很清楚的應
許； 也提醒他們應該如何行才能得著神的應許。 我們又如何呢？
您能從聖經明白神給您的應許嗎？ 您又如何抓住這些應許呢？

• 希伯來書 12:11 11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
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您有受過
神的管教嗎？ 您學會了甚麼？

8:18-23禁食的日子要變成歡喜快樂的日子，各國各族的人
都要來尋求耶和華
和合本

8:18 萬軍之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8: 19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變為猶大家歡
喜快樂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期‧所以你們要喜愛誠實與和平。
8: 20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將來必有列國的人、和多城的居民來到‧
8:21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說、我們要快去懇求耶和華的恩、尋求萬軍之耶和華‧我也要
去。
8:22 必有列邦的人、和強國的民、來到耶路撒冷、尋求萬軍之耶和華、懇求耶和華的恩。
8:23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在那些日子、必有十個人、從列國諸族中出來、〔族原文作方
言〕拉住一個猶大人的衣襟、說、我們要與你們同去、因為我們聽見 神與你們同在了。

NLT
8:18 Here is another message that came to me from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8:19 “This is w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ays: The traditional fasts and times
of mourning you have kept in early summer, mid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are now
ended. They will become festivals of joy and celebration for the people of Judah. So
love truth and peace.
8:20 “This is w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ays: People from nations and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will travel to Jerusalem.
8:21 The people of one city will say to the people of another, ‘Come with us to
Jerusalem to ask the LORD to bless us. Let’s worship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I’m
determined to go.’
8:22 Many peoples and powerful nations will come to Jerusalem to seek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and to ask for his blessing.
8:23“This is what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says: In those days ten men from
different nations and languages of the world will clutch at the sleeve of one Jew. And
they will say, ‘Please let us walk with you, for we have heard that God is with you.’”

現中
8:18 萬軍之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8:19 「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四月的禁食、五月的禁食、七月的禁
食和十月的禁食都要變為猶大家歡喜快樂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期。所以，
你們要喜愛誠實與和平。』
8:20 「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將來還有萬族的人和多個城市的居民
要來。
8:21 一城的居民到另一城去，對他們說：我們快去懇求耶和華施恩，
求告萬軍之耶和華；我們自己也去。
8:22 必有很多的民族和強大的國家前來，在耶路撒冷求告萬軍之耶和
華，懇求他施恩。』
8:23 「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在那些日子，必有十個說不同方言，
來自列國的人，緊抓住一個猶大人的衣襟，說：讓我們與你們同去吧，
因為我們聽見 神與你們同在。』」

四月: 是猶太歷中的搭模斯月（Tammuz），搭模斯月九日是耶路撒冷城破禁
食日（王下二十五3）。
五月: 是猶太歷中的亞布月（Av），亞布月九日是聖殿被毀禁食日（王下二
十五8；耶五十二12-13）。
七月: 是猶太歷中的提斯利月（Tishrei），提斯利月三日是基大利遇難禁食日
（王下五十五25）。
十月: 是猶太歷中的提別月（Tevet），提別月十日有紀念耶路撒冷圍城禁食
日（王下二十五1）的禁食。
猶太傳統將基大利禁食日與耶路撒冷城破禁食日、聖殿被毀禁食日和耶路撒冷
圍城禁食日並列，這四個禁食日都和聖殿被毀有關。猶大省長基大利的遇難日
之所以能列在其中，是因為 Talmud 的觀念 義人遇害就像聖殿被毀。
神對禁食問題（7:3）的 終極答覆是：神不會讓百姓永遠停留在失敗裏，禁食
的日子，必變為猶大家歡喜快樂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期（8:19)。
失敗的歷史不可忘記，但更重要的是吸取失敗的教訓。因此，百姓所當註意的
不是禁食悲哀（7:5），而是喜愛誠實與和平（8:19節），保守自己長久地活
在神的祝福裏。

•
•

•
•
•

8:20-21這是 何等美好的景象; 列國的民彼此相約一同要到耶路撒冷去
尋求耶和華上帝的面 。懇求祂的恩 (ESV: to entreat the favor of the LORD
and to seek the LORD of hosts)
十個人從列國諸族中出來, 拉住一個猶大人的衣襟: NLT: ten men from
different nations and languages of the world; will clutch at the sleeve of
one Jew  十對一， 顯示了眾多的外族人 (注意：’十’希伯來文用來表
達眾多或完全的數字。)
拉住衣襟：可能是保護與合好的意義，或是表達緊緊跟隨的意義。得
3:9 結 16:8 撒上 15:27 。
列國諸族: 列國中各種語言。
8:23中列國的人將要聽見神與猶太人同在，令人想起亞比米勒也曾
對亞伯拉罕說的話（ 創 21:22 ），和神給以撒( 創 26:3,24 )、摩西
（ 出 3:12 ）、約書亞（ 書 1:5 ）的應許，以及 賽 45:14 中列國
所下的結論。因此這樣的預言能或許能安慰他們未來能像列祖一樣，讓
外邦人看見神與他們同在。而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是否也期許外邦人在
我們中間看見神的同在呢？

思想與反省
 這段 最精彩的，就是神要使用猶大人 。經文說將來必有多國的人來尋求
神，而他們尋求神的途徑， 就是要藉著神的子民。8:2 3 節更說有十個人
出來，拉著一個猶大人，要懇求這神的子民作為他們的中間人，帶領他
們去認識神，他們這樣做，因為聽見了神與祂子民同在。這是何等美麗
的圖畫。對以色列人來說，這 個應許的意義十分大，因為他們的祖先亞
伯拉罕曾得到神的應許，萬國要因他（和他的後裔）得福 （創十二1〜
3 ）。
 這些應許，其實也是給予我們的。神要在我們身上彰顯祂的能力，成就
祂的心意。
 還有，祂要使用我們，使人歸向祂。我們可能在教會內擔任某種事奉，
或是執事，或是組長、導師， 或是招待員，無論我們擔任何種崗位，被
神使用而帶領別人認識祂，這是很美的事，盼望每一位參與事奉的，或
是正在考慮參與事奉的，都以被神使用為榮，並以此為事奉的目標。
 要經歷神的應許，要有先決條件，就是認真對待信仰。我們是否真的相
信這些應許？我們是否抓緊這些應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