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禱告聚會（為受浸聚會禱告）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詩歌分享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專題—關心神家裡的人  

5：00 pm 
喜 樂 團：自由交通  

仁 愛 團：讀經交通：約書亞記 (5)  - (10-12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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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一期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受浸聚會各項服事禱告，求主管理，讓清楚得救者作公開的見證，

叫主的名得榮耀。 

二、 為著教會的各團契聚會禱告，求主讓我們在肢體相交上有更好學習，

好在主裡彼此扶持同走天路，也請記念各團服事的肢體。 

三、 記念身體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肢體，求主施恩扶持。 

聚會報告 

一、 下主日（六月三日）上午的聚會將有所改動，請弟兄姊妹留意： 

9 : 00 - 擘餅聚會  

10 : 30 - 受浸聚會  

    當日上午，所有主日學暫停 （聚會將設有兒童照顧），請弟兄姊妹特別留意。 

二、 今年的青年特別聚會將於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主日至週三）在柴灣

青年廣場〈Youth Square〉舉行，題目:「我們為甚麼坐在這裏？」，

由郭定強弟兄及黃漢先弟兄傳講信息。現已接受報名，請注意這次的

住宿要求，並填交所需資料。只參加部份聚會或不留宿者（日營及晚

堂），亦必須報名。詳情請參閱教會佈告板及通啟一，截止報名為七

月八日（主日）。 

三、 六月十日（主日）下午二時正有專題聚會，題目為「異端辨識」，

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預備時間參加。 

四、 今年的兒童暑期聖經班將於七月十九日至廿一日（週四至週六）舉行，

主題為「童來做個 Zookeeper」，歡迎升小一至升中一的小朋友參加。

報名表已預備，可在教會佈告板上取用，詳情可向兒童主日學老師查詢。 

五、 本週二晚為禱告聚會（為受浸聚會禱告） 

六、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見證的器皿（一）─ 教會           詩歌：480首 

經文：弗二 19-22 
 

  今年教會學習的主題是「合乎主用」，夠竟甚麽樣的器皿才合乎

主用呢？「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這印記說：『主認識

誰是他的人』；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在大戶人家，

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人

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2：19-21） 

神從起初的心意就是要與人同住 

亞當：「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

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創 2:7） 

會幕：「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聖殿：「耶和華的話臨到所羅門說：「論到你所建的這殿，…我必住在

以色列人中間，並不丟棄我民以色列。」（王上 6:11-13） 

教會：「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弗 2：

22） 

聖城新耶路撒冷：「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

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

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

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1-3） 

 

見證的器皿 ─ 教會 

甚麼是教會？有些人的觀念是一個建築物，到了禮拜天，我們到

教會去。 

但聖經說：「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 1：

23）教會是主的身體，也成了一個器皿，用來充滿那充滿萬有者的器

皿；是一個見證主豐滿同在的器皿。這也是神最起初的心意：神要與

人同住；這個心意到了新天新地時（啟 21：1-3）就完全成就了。從

永遠到永遠，神的心意就是要支搭帳幕在人間，與祂所造的人同住！

真不知道我們這些遠離神的人究竟有什麼好，叫神不辭勞苦地、萬般

忍耐地等待，要把這些悖逆的人重新挽回，進入祂恩典的心意中！ 

 

教會的見證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

了；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

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弗 2：19-22） 

 

一、永生神的教會（使人認識救恩）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

了；」（弗 2：19）「…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提前 3：15

下）從前我們與基督無關，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如今卻

在基督耶穌裏，靠著祂的血，已經得親近神了（弗 2：12-13）。今天

神將教會放在萬民中，就是要將萬民藉著教會的見證帶到神面前，使

萬民都能認識主耶穌基督的救恩。「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

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

成就了和睦。」（弗 2：15）教會今天的見證就是要傳揚這個人能與

神和好的福音，以致神能得著人，這樣便有了建造教會的材料。 

 

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使人認識真理）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弗 2：20 上）「…這

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 下）「為要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

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

4：12-13）教會所作的見證、所傳講的真道，不能多於使徒和先知所

作的見證，也不能少於他們所作的。所以教會的內容只能根據聖經，

不能根據人的意見，不能根據潮流，單根據聖經的真理，就是神藉著

使徒和先知們存留下來的，只有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才有教會的建

造，在這個根基以外的就不是教會的建造。建立基督的身體必須眾聖

徒一同在運用恩賜，基督的身體才得建立。神用恩賜去成全聖徒，不

單是裝備他們，而且把他們裝備到一個地步，能以熟練的使用他們各

自的恩賜，各盡其職的顯出他們屬靈的效用。另一方面，信徒對真理

的認識也是建造教會一項重要的因素，所以主說教會建造要『直等到

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的時候。我們不再強調我們的背景，也

不再強調我們的傳統和習慣，我們只要問一件事，聖經究竟是怎麼說

的呢？聖經怎樣說，我們就怎樣跟上去。不需理會別的，單是注意主

的真道，追求在真道上同歸於一，在基督裏同歸於一。認識真道把我



們領向神的兒子，認識神的兒子卻使我們成熟而至豐滿。因此，追求

認識神的兒子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人認識基督多少，就會把多少地位

讓給基督，人要認識基督是我們的榮耀，我們才不會追求世上的名與

利；人若認識基督是我們的豐富，我們才不會抓緊地上的人、事、物；

人要是認識基督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才肯放下自己而單一的揀選基

督。教會裏若不是充滿基督，流露基督，人就在教會中只遇見人，而

遇不見基督，人不能在教會中遇見基督，教會一定是走錯了路，沒有

走在神建造教會的路上。所以我們對神的真道要有更多的渴慕追求，

對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有更多的認識。盼望我們能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神的教會就能被建造起來。 

 

三、連於元首基督（各按各職事奉神）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弗 2：20 下）「惟用愛心說誠

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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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4：15-16） 

連於元首基督，就是承認基督是頭，接受基督的權柄。人若真的遇見

主，一切自己的東西都不重要，不再以自己作主，完全以主為依據，

以主為元首，絕對的服主管理。所以在實行建造的時候，要確實的學

習服主的權柄，叫我們在主面前恢復單純，只注意是誰在作主，而少

看自己的理由。教會建造的實行，是全教會都動員的，各站各的崗位，

眾人都一同運用自己所有的那一份恩賜，配搭起來一同服事主，有人

用禱告供應教會，有人用話語供應教會，有人在看守肢體的服事上供

應教會，有人在福音的事奉上供應教會，有人用愛心的服事供應教

會，有人用生命的豐滿供應教會，眾聖徒一同在運用恩賜從各方面供

建造的實際。顯不出效用一定是出了問題，全體都顯出效用，正常的

作工，配搭起來一同作工，年長的作工，年幼的也作工，按著恩賜，

按著負擔，按著生命的經歷，和諧的在身體內一同顯出功用。那結果

就是『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基督的身體就在愛中得著建立。 

 

四、敬拜禱告的殿（神與人相會） 

「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弗 2：21）「這

要在耶和華面前、會幕門口，作你們世世代代常獻的燔祭。我要在那

裏與你們相會，和你們說話。」（出 29：42）「耶穌進了殿，趕出裏

頭做買賣的人，對他們說：『經上說：我的殿必作禱告的殿，你們倒

使它成為賊窩了。』」（路 19：45-46）聖殿是禱告的地方，是敬拜

的地方。在聖殿裏該是充滿禱告和敬拜的，在禱告和敬拜裏讓神與人

的交通達到高點，人享用神的同在，神享用人的敬拜。真的，神要把

教會建造成主的聖殿，叫神與人在交通中一同享用彼此的供應。教會

裏面若不充滿敬拜，教會就不成為聖殿，就失去聖殿的性質。教會必

須滿了敬拜，才顯出是主的聖殿，沒有敬拜的聖殿，主不會居住在裏

面的，因為主在其中得不著安息。教會也是禱告的地方，應是信徒們

為神的旨意同心禱告之處；願人都尊神的名為聖，願神的國早日降

臨，願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也為神的兒女們禱告，

盼望我們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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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叫基督的身體早日裝飾整齊，

預備迎見主的再來。 

 

五、神安息的居所（神安息之處）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弗 2：

22）神在教會中要得著敬拜，也要在教會中得著安息，聖殿的意義是

重在敬拜，居住的意義是重在安息，重在享用家的溫暖。所以神建造

教會的另一個目的就是祂要得著安息的居所。這真要我們俯伏敬拜

祂，祂充滿宇宙，『天是祂的座位，地是祂的凳。』但祂不以宇宙為

居所，卻以教會作祂的居所，這是何等的恩典，對我們來說，又是何

等的榮耀。撒但的背逆打亂了宇宙的秩序，長久以來，神沒有停止作

恢復的工，神沒有安息，一直等到把教會建造完，宇宙的秩序可以納

回正軌，撒但可以受真正的對付和毀滅，那時神就安息了。神得安息

是根據教會的建造完成。教會若不建造完成，神就沒有滿足，沒有享

用到家的溫暖，也沒有讓神在教會中得著可以安居的感覺。我們應該

為這事深受感動，叫我們不能不愛神過於其他的人、事、物。供應了

人安息的主，祂自己卻還得不著安息，祂要把人帶進完全榮耀的安息

以後，祂自己才享用安息。願主叫我們看到了這一個，我們不敢再保

留自己，甘願不顧一切的投身進入神的建造裏。 

 

作合乎主用的器皿（提後 2：19-21） 

但願我們都能自潔，脫離卑賤的事，離開不義；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是主所認識的人，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讓神藉

著聖靈在我們這些屬神的人身上作工，叫基督的身體–教會，早日建

成，好迎見我們的主榮耀的降臨。 

□ 陳福生 



1）持續同心合意興旺福音（腓 1：3-6） 
  保羅每逢想到腓立比的信徒，便為

他們感恩，因為他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

福音；並且，保羅也提到他們是從頭一

天直到他寫腓立比書的時候也是這樣。因此，他們在傳福音的

學習上一面是「同心合意」，另一面，就是「持續」的傳福音。 

 

  感謝神！在上半年我們有兩次全教會的福音聚會，這給我

們更多機會「同心合意」傳揚主寶貴的福音。當中有一些朋友

願意決志信主，也有一些願意繼續認識主的，這實在是主的恩

典和憐憫。現在福音聚會雖然完結了，但從腓立比信徒的榜樣

卻成為我們的提醒，就是傳福音的負擔需要「持續」。因此，盼

我們藉禱告與神同工，仰賴祂的恩典，深信那在我們心裡動了

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主的再來。 

 

2）為福音齊心努力-裝備自己（腓 1：27） 
  保羅接著提到腓立比的信徒在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相

稱，並要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這也提醒我們，傳福音不單

要有付代價的心志，還要好好的裝備自己，不單是我們傳福音

的方法、技巧、組織或策略，更要注意我們的行為，使我們有

美好的見證。因此，盼我們在屬靈生命上有更好的追求和學習，

好叫我們的行事為人能與基督的福音相稱，以致在我們身邊的

福音朋友，也受吸引願意來更多認識主。進一步來說，若有他

們問我們心中盼望的緣由，我們便有機會用温柔、敬畏的心來

回答，甚至把他們帶到慕道班中(每主日都有慕道班)，好讓他們

更多認識主，早日蒙主拯救。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年教會主題是「合乎主用」當中兩個

學習的方向是「禱告」和「傳福音」，盼望我們能為著我們傳福

音的學習擺上更多的禱告，使我們在傳福音上有「持續」的負

擔，並願好好裝備自己，在還有不多主就再回來的日子中，更

為主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