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禱告聚會（為教會往前禱告）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主題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肢體相交  

5：00 pm 
喜 樂 團：冬令會分享  

仁 愛 團：生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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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餅聚會 

信息聚會 

兒童及少年主日學 

各班兒童主日學 

少年班 

成人主日學 

青 年 慕 道 班：人的真相  

成 年 慕 道 班：我是罪人？  

信徒造就信仰組： 

信徒造就生活組： 

聖 經 概 論 班：舊約–摩西五經 

專    題    班：主在世最後一週    

成 年 初 信 班：查經   

成 年 查 經 班：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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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全年學習主題「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林前15:58） 

2019-2020讀經計劃 

6/1（日） 7/1（一） 8/1（二） 9/1（三） 10/1（四） 11/1（五） 12/1（六） 

創 11-12 創 13-14 創 15-16 創 17-18 創 19-20 創 21-22 創 23-24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剛過去的葵芳家冬令會感恩，願主繼續使用冬令會中所釋

放的信息，使我們在新的一年能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叫神的心

喜悅。 

二、 為著新年度（一月開始）教會各項服事禱告，求主加力給服事

的弟兄姊妹，讓眾肢體能在主裏彼此建立。 

三、 記念每主日的信息聚會，為其中服事的肢體禱告，求主使用其

中的話語來規模我們的思想，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求主施恩扶持。 

聚會報告 

一、 為幫助弟兄姊妹屬靈上有更進一步的學習。今年本家的「通訊」

內容作了點更新。除現時的內容外，增加了教會的讀經計劃及

附頁的「每日靈修小品（倪柝聲弟兄信息的摘錄）」。此外，

每月第一個主日附錄一首「擘餅記念主詩歌，及作者與背景」

的簡介、第二、三主日則有「福音問題解答」，而第五個主日

有「書籍介紹」，以往的「家書」仍將在第四個主日刊載，和

弟兄姊妹交通。盼望弟兄姊妹能好好閱讀，彼此激勵，更竭力

追求主，預備自己，等候主來。 

二、 本週二晚禱告聚會（為教會往前禱告） 

三、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合班–專題：竭力追求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常常竭力 多作主工                  詩集：19首                              

經文：林前十五 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

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 

 

「所以」. . . 從救恩說起 

哥林多教會是有許多問題的教會，保羅跟他們交通，要將他們

帶回到基本的原則，就是要屬靈，只有屬靈的人才能事奉神。 
 
人被造的目的 

我們要從最初來開始說起，才能清楚。神造人是要人成為器皿，

要盛載神的生命。 

﹣相同的生命 

說到事奉，我們要有與神相同的生命，因為事奉要有交通。神

所要的服事，是在生命裏。人可以在外表作相同的事，但若沒

有神的生命，神不會承認。 

﹣在靈裡事奉 

事奉還必須在靈裏，因為神是個靈，只有在靈裏才能服事到神。 

﹣可以知道神的旨意 

只有屬靈的人才能明白神的旨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二章說我

們有基督的心，所以服事主要明白主的心。否則，我們可能作

了主所不要的工。有些人有熱心去事奉，但不明白主的旨意，

就只能破壞神的工作。 
 
救贖的目的 

﹣容我的百姓去 

出埃及記神藉摩西向法老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神

拯救我們，是要我們事奉祂。每一個蒙拯救的人，都要事奉神。 

﹣事奉是一個爭戰 

事奉也是爭戰，宇宙間人若不事奉神，就是事奉法老（其實就

是事奉魔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事奉神，在乎你心

中要不要事奉神。 

﹣祭司的國度 

所有蒙拯救的人要成為祭司的國度，侍立在神面前，將神該得

的奉獻在祂面前。 

﹣是祭司又是祭物 

聖經說到主耶穌是大祭司，但祂也是祭物。故此，我們是祭司，

也像主一樣，我們在神面前都要把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事奉的範圍 

﹣在神的家中－－教會 

事奉必須在神的家中，以弗所書第二章告訴我們，我們能與聖

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若服事離開了神的家，就不算服事了。 

﹣從個人到團體 

我們個人每一個經歴，必須與神的家發生關係，是為著神的家

的。 

﹣成全聖徒 

所以，我們的服事是要成全身邊的弟兄姊妹。 

﹣恩賜與恩典 

服事需要恩賜，每人的恩賜可以不同，但各人必定有一份恩賜

用來事奉神。要知道自己有甚麼恩賜，要將自己放在神的家中，

唯有在肢體生活中才能顯明你是甚麼恩賜，不是自己說自己有

甚麼恩賜。 

此外，我們還須要恩典，就是我們在生命裏被改變過來，才能

更深入的服事。只有藉恩賜將恩典送到肢體中，才能真正的服事人。 

﹣神的話為根據 

最後，我們的事奉要有神的話為根據。無論我們如何服事，必

須要以神的話為標準，才是合神心意的事奉。我們要認真的讀

聖經，用聖經衡量我們的生活和事奉。服事不能以需要為依

歸 ，要主告訴我們怎樣服事才去作，這樣的服事才真正有方向。 

（本文未經講員過目）             □ 郭定強 



這首詩歌乃是十八世紀，人稱「詩中之聖」的英國循道運動(註)領袖

之一的，查理衛斯理弟兄所寫。這是他一生中所寫近七千首聖詩中，

被公認為最好的一首詩歌。這詩原有十八節，是查理弟兄在 1749年，

他蒙恩得救十一週年的時候，一天，當他回想已過十一年，在主面

前所蒙的恩典，心裏有很大的感觸，也想起他的好友，德國摩爾維

亞弟兄「彼得波勒」(Peter Bohler)，在信息中的一句話：「假若我

有一千條舌頭，我會全數用它們來讚美基督」，於是就執筆寫下了這

詩，回顧他蒙恩的經歷，並把自己再奉獻給主。後來他哥哥約翰衛

斯理把以上的六節，放在他的詩集裏。及後，也成了衛理公會最具

代表的詩歌。雖然我們不知道其他各節的內容，不曉得查理所述說

他得救的故事，但從這六節詩歌中，明顯給我們看見他感到在主面

前所蒙恩典的深厚豐富，所經歷主愛的喜樂與安息。為此，他甘願

一生作主愛的俘虜，將心全歸給祂。 

我們每個人同樣都有我們在主面前蒙恩的故事，但我們曾否或

常回顧我們所蒙的恩，靜念救我的愛？我們有否像查理弟兄所說的

感覺不配，不知祂爲甚麽恩待，我這人中罪魁？但願在這主的桌子

前，我們不僅向主獻上頌讚的祭(來 13:15)，藉此新一年的開始，也

把自己重新奉獻給祂。 

註： 

十八世紀的英國，政治紛亂，道德廢弛，工業革命帶下種種社會問題，使人感到

迷惘無助。教會內部，新派神學嚴重損害信徒靈命﹔聖公會神職人員靈性普遍低

落。感謝主，就在那樣的時候，神興起了一些忠心的僕人，將教會的局勢扭轉過

來。約翰（John Wesley, 1703-1791）和查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衛斯理兄弟等

弟兄們，所推動的循道運動，呼籲過分別為聖，循規蹈矩，按聖經教訓的生活，

喚醒了當時腐敗黑暗的英國，也帶進了教會的復興，從死沉的宗教儀文中覺醒過

來。 

 

 

每日靈糧 
倪柝聲弟兄信息摘錄 

 
1月 6日 
 他給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說，因我把他從水裏拉出來。」 

（出二 10） 
 摩西出生三個月後就給放在水中，後來法老的女兒把他從水裏
拉出來，把他收養作兒子，因而給他起名叫「摩西」，意思是「從水
裏拉出來。」摩西是首先給拉出來的，以後以色列百姓步他的後塵，
也給拉出來（過紅海的經歷）。在曠野的時候，神首先對付摩西。後
來摩西把以色列民帶出埃及以後，在同一的曠野裏面，神在那裏對
付祂的子民。除非我們自己先得釋放，否則不能冀求別人得釋放。
如果我們沒有異象，也不能希望別人能看見神的道路。今天神盼望
先來對付我們，等到祂得著我們中間的一些人，我們才有把握可以
得著其他的人。 
 
1月 7日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太十一 28） 
 有一次我到一個村莊傳道，體驗到擔重擔的滋味。那村莊在山
的那一邊，舟車不便。我就坐船到某一個地點，然後走路越過山峰。
我帶著許多福音單張和書籍，還有一些衣物及食物。走了二十步，
我覺得還可以，但是愈走愈覺得那重擔難以忍受。我心裏想：只有
快一點抵達，就可以卸下重擔休息。可是烈日當頭，路上不見樹木。
就在這個時候，我才領略到罪人勞苦擔重擔的滋味。你們當中可能
有人還沒有信主耶穌，所以沒有安息。那麼你們要走到哪裏去？請
聽主耶穌所說的話：「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
你們得安息。」 
 
1月 8日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羅八 15） 
 人接受了主，我們就說他不光是得救，而且是已經重生了。意
思是：這個人是從神生的，從祂那裏得著新的生命。有了神的生命，
消極方面說，他不只是覺悟前非，而是在積極方面，他是認識神，
因為他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而是兒子的心。自然就覺得神是可親



近的，而且稱祂為「阿爸，父」，這是何等的甜蜜！聖靈與我們的心
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羅八 16）。所以，知道神是父這個認識，正是
這個生命內在的醒悟。 
 
1月 9日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
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十八 18） 
 我們頂熟悉這一段主所說的話，但是必須知道這段話是指著禱
告說的，是明顯指出禱告和神作工的關係。神在天上只會捆綁或釋
放祂在地上的兒女所已經捆綁或釋放的。有許多事物都必須受捆
綁，但只是神自己，祂不會去捆綁。祂希望祂的子民在地上先捆綁
這些事物，然後祂在天上也捆綁。同樣地，許多事物必須得釋放；
可是神不願意只是祂自己去釋放。祂要等待祂的子民在地上釋放這
些事物，然後祂在天上也釋放。請想一想：在天上所有的行動，都
是受地上的動作所管理。神是樂意把祂所有的工都放在祂的子民的
控制下。 
 
1月 10日 
 又要與他們立永遠的約，必隨著他們施恩，並不離開他們。 

（耶卅二 40） 
 甚麼是「立約」？立約是說到信實，公義和法例。我們與人立
約，在約中闡明一切我們該作的，如果我們不照著行，就是食言，
失信。 
 神與人立約，是紆尊降卑，屈就約中所規範的。祂甘願放下自
主權，讓人能享用祂在約中為人所預備的。至高的神，創天造地的
主，竟然俯就人到此地步，與人立約。這樣的厚恩，實在是無可比
擬，我們怎能不俯伏在這位施恩的神面前敬拜祂！ 
 
1月 11日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弗六 11） 
 不要忘記這副屬靈的軍裝，是給全教會的，不是給個別的信徒。
要抵擋仇敵，就必須靠教會。個別的信徒不可能看清楚和防範別人
所要抵擋的。撒但並不懼怕我們個人的禱告，但當我們幾個人一起
禱告的時候，牠就戰兢。教會中有一些肢體從主多得信心，他們就
成為保護教會的盾牌。另外一些對神的話多有領受，就成為聖靈的
寶劍，當他們使用寶劍的時候──就是當他們應用神的話，這就成

了我們的幫助。我們必須知道屬靈的爭戰是全體聯合的爭戰，這一
點是很突出的。 
 
1月 12日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箴三 5） 
 仰賴神是何等不容易！叫聰明智慧的人信靠神是何等困難！要
滿有才華的人倚靠神是多麼艱巨！還沒有等候神賜下特別的力量，
我們往往就搶先妄作妄為，要我們放下自己的才能，完全無依無靠
地到神面前，不再倚靠自己的聰明，完全倚賴祂，這真是叫我們最
為難。主卻要我們否定自己和自己的能力，在凡事上承認自己的軟
弱無助。事實上，如果沒有神的幫助，我們一句話都不會說，一件
事都不能作。只有到了這個地步，我們才能真實經歷祂的能力。祂
是多麼願意我們仰賴祂。 
 孩子年幼的時候，凡事都得靠父母。但他長大以後，自以為有
能力，有智慧，他就不再倚賴父母，尋求獨立。我們的神卻願意我
們與祂的關係，永遠像小孩子與他的父母那樣，好叫我們能不斷地
信賴祂。 
 
擘餅記念主詩歌，作者與寫詩背景 

哦，願我有千萬舌頭 —第 93首 

一.  哦，願我有千萬舌頭，前來讚美救主； 

說祂恩典何等深厚，榮耀何等豐富。 

二.  耶穌這名，慰我心情，驅盡我的驚怯； 

是我安息，是我生命，成爲我的喜樂。 

三.  祂因愛我，竟願經歷人世所有苦楚； 

打破罪的捆綁能力，釋放罪的囚徒。 

四.  我每靜念救我的愛，立即感覺不配； 

不知祂爲甚麽恩待，我這人中罪魁。 

五.  我今作祂愛的俘虜，甘心作到永久； 

因他爲我受死受辱，使我得以自由。 

六.  我既從祢可愛的名，知祢待我美意； 

假若我有千萬的心，也當—一歸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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