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大成人



引言 : 

大齋節期（四旬期）





讀 經
Scripture Reading

希伯來書 5:11-14



11 論到麥基洗德，我們有好些話，並且難以解明，因為你們聽
不進去。 12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做師傅，誰知還得有人
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
吃乾糧的人！ 13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
他是嬰孩。 14 唯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
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希伯來書 5:11-14



(I) 嬰孩與成人的不同



14 使我們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
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15 唯用愛心說
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
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
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以弗所書 4:14-16



(II) 如何成長



(II) 如何成長

(A) 禱告的操練

(B) 捨棄的操練

(C) 給予的操練



5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裡
和十字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
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
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7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
蒙垂聽。 8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
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馬太福音 6:5-8



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
你的名為聖， 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 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12 免我們
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
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阿們。』 14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
過犯。 15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
的過犯。

馬太福音 6:9-15



(A) 禱告的操練

Adoration: 崇拜

Confession: 懺悔

Thanksgiving 感謝

Supplication: 祈求



(II) 如何成長

(A) 禱告的操練

(B) 捨棄的操練

(C) 給予的操練



16 「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臉上帶著愁容，
因為他們把臉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我實在告
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17 你禁食的時候，要梳
頭洗臉， 18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你
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馬太福音 6:16-18



(II) 如何成長

(A) 禱告的操練

(B) 捨棄的操練

(C) 給予的操練



OFFERTORY 奉獻

Emmanue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During our worship, 

we present our tithes and gifts to God

to show our obedience, thanksgiving and love.

Visitors and Friends please do not feel obligated.

在崇拜中
我們獻上奉獻與禮物給神
是表明我們對神的順服感恩與愛
訪客及未信主的朋友請勿作難

Online Offering: Zelle

Recipient: tithe.eccc@gmail.com



瑪拉基書 3:10

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於
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6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 7 各人要隨
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
神所喜愛的。 8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
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9 如經上所記：「他
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哥林多後書 9:6-7



1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
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 2 所以，你施捨的時
候，不可在你面前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裡和街道上
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
他們的賞賜。 3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4 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馬太福音 6:1-4



成長最重要有兩個基本的態度：

a. 謙卑

b. 誠實



5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裡
和十字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
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
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7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
蒙垂聽。 8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
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馬太福音 6:5-8



16 「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臉上帶著愁容，
因為他們把臉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我實在告
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17 你禁食的時候，要梳
頭洗臉， 18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你
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馬太福音 6:16-18



1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
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 2 所以，你施捨的時
候，不可在你面前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裡和街道上
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
他們的賞賜。 3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4 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馬太福音 6:1-4



(A) 禱告的操練

(B) 捨棄的操練

(C) 給予的操練



結論: 

讓我們不僅在主的慈愛裏享受平安喜樂、
而且歡喜快樂的事奉贊美愛我們的神，並且
緊緊地跟隨主與祂連結多結果子，使我們的
教會成為生養耶穌門徒彰顯神恩典榮耀的家。



Living for Jesus, oh, what peace!

Rivers of pleasure never cease

Trials may come, yet I’ll not fear

Living for Jesus, He is near

活著為耶穌 真平安
喜樂之江河 永不乾
試煉雖來臨 我不慌
活著為耶穌 主在旁



Help me to serve Thee more and more

Help me to praise Thee o’er and o’er

Live in Thy presence day by day

Never to turn from Thee away

求主助我多事奉祢
求主助我多讚美祢
使我活在主慈愛裏
永遠跟隨主不轉離



Living for Jesus, oh, what rest!

Pleasing my Savior, I am blest

Only to live for Him alone

Doing His will till life is done

活著為耶穌 真安息
討我主喜悅福滿溢
單為主生活 聽主令
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Help me to serve Thee more and more

Help me to praise Thee o’er and o’er

Live in Thy presence day by day

Never to turn from Thee away

求主助我多事奉祢
求主助我多讚美祢
使我活在主慈愛裏
永遠跟隨主不轉離



Living for Jesus, everywhere

All of my burdens He doth bear

Friends may forsake me, He’ll be true

Trusting in Him, He’ll guide me through

活著為耶穌 無不往
一切的重擔主擔當
朋友雖改變 主真實
信靠主帶領 主指示



Help me to serve Thee more and more

Help me to praise Thee o’er and o’er 

Live in Thy presence day by day

Never to turn from Thee away

求主助我多事奉祢
求主助我多讚美祢
使我活在主慈愛裏
永遠跟隨主不轉離



Living for Jesus, till at last

Into His glory I have passed

There to behold Him on His throne

Hear from His lips, “My child, well done!”

.

活著為耶穌 見主時
進入主榮耀享安息
親眼見主在寶座上
親耳聽說來領獎賞



Help me to serve Thee more and more

Help me to praise Thee o’er and o’er 

Live in Thy presence day by day

Never to turn from Thee away

求主助我多事奉祢
求主助我多讚美祢
使我活在主慈愛裏
永遠跟隨主不轉離



祝 福
Benediction



基督在上 基督在旁
jī  dū zài shàng  jī   dū  zài páng 

基督在內 不斷引領
jī   dū  zài  nèi    bù duàn yǐn lǐng 

基督在後 又在前
jī   dū  zài hòu    yòu zài qián 

我所愛 生命 主宰
wǒ suǒ  ài  shēng mìng zhǔ zǎi

Christ above us  Christ beside us 

Christ within us  Ever guiding 

Christ behind us  Christ before 

Christ our love  our life our Lord



Christ above us  Christ beside us 

Christ within us  Ever guiding 

Christ behind us  Christ before 

Christ our love  our life our Lord

基督在上 基督在旁

基督在內 不斷引領

基督在後 又在前

我所愛 生命 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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