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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禱告聚會 (為教會往前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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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pm 
中學生團契：詩歌分享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查經  

5：00 pm 
喜 樂 團：查經（一）簡介詩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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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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日） 28/1（一） 29/1（二） 30/1（三） 31/1（四） 1/2（五） 2/2（六） 

出 3-4 出 5-6 出 7-8 出 9-10 出 11-12 出 13-14 出 15-16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請記念 2 月 17 日的新春佈道會，求主預備弟兄姊妹的心志、

在各樣的服事及邀請福音朋友上同心合意擺上，把人帶到主

面前，讓主得著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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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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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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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定於二月十七日（主日）上午十一時正，有新春佈道會，

請弟兄姊妹為聚會及各樣服事禱告，並盡早邀請親友參加。

福音單張已預備，歡迎弟兄姊妹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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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1)                  詩歌：266 首 

經文：哥林多前書 15:58 
 

感謝主，還賜給我們日子，來享用祂的恩典，並一同學習主要我們學習的功課，

以等候主的再來。巴不得我們能珍惜主給我們的時間，免得我們徒受主的恩典，也

使我們不致在主回來的時候，受責備。教會今年的主題為「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感

謝主，在剛過去的冬令會，主藉著郭弟兄已給了我們豐富的交通，但願所聽見的道，

不致隨流失去。這主題所出處的這節經文，聖靈藉著主的僕人，使徒保羅所勸勉，

所提醒的話，不僅對昔日哥林多教會極為重要，這同樣是今天教會所必須注意的。 

保羅說：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所以」說明這話乃承接上文，從整個十五

章下來的。但這話顯然也是全書的總結。接著在第十六章，保羅所交通的，可說是

在神家中的家常事與問安。自然這家常的事，仍是關係到基督身體的見證與教會生

活的原則。 

一、 保羅與哥林多教會： 
使徒行傳十七，十八章裏給我們看見，保羅從安提阿第二次外出佈道，因在特

羅亞看見了異象，就到了馬其頓。之後他從馬其頓又到了雅典，離開了雅典就到了

哥林多。在那裏他遇見了因羅馬皇帝革老丟命猶太人離開羅馬，不久前才到了哥林

多的一對夫婦百基拉、亞居拉。他們在那裏以織帳棚為生，保羅因與他們同業，就

和他們同住作工，而安息日就在會堂與猶太人和希利尼人辯論。至西拉和提摩太從

馬其頓到他那裏後，保羅心中為道迫切，更極力的傳福音。但卻因此引起了猶太人

的反對，並且毀謗基督的名。於是保羅就轉向外邦人，改到會堂附近的提多猶士都

的家去。感謝主，管會堂的基利司布一家都信了主。其他信主的多半是外邦人。因

著反對的聲勢相當利害，所以保羅就躊躇是否當儘快離開往別處去，但在夜間主就

在異象中向他顯現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

手害你，因為在這城裏我有許多的百姓」。就因著有主的話，所以保羅就留在那裏，

住了一年零六個月，直到迦流做亞該亞省的行政首長，猶太再控告他，但迦流以這

只屬他們律法的事，不予理會。之後，保羅在那裏再住了點日子，就離開往敘利亞，

以弗所去。哥林多的教會就是這樣而建立。  

二、哥林多教會的肢體： 
這些在哥林多蒙恩神的兒女是怎樣的人？他們信主後的屬靈光景如何？以致

保羅要在這信末如此的給他們勸勉提醒？從本書中保羅對他們所說的話：「弟兄們

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

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

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1:26-29)。可見這些信徒在人眼中大多是微不

足道的人。這些人也許不少是原為奴隸而得自由的人，所以在第七章裏，保羅才有

這樣的話(7:20-23)。自然，這並不是說，那些在世上有智慧、能力、尊貴、強壯的

人，就不能蒙恩。保羅的話也不是這樣說，他只是說這樣的人不多。在神是願意萬

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 2:4)，雖然人蒙揀選有先後，但神並不偏待人(羅 2:11)。只

是因人的心剛硬，以致與神的生命隔絕(弗 4:18)，又自以為聰明，而成了愚拙，不

認識神，也得不著救恩。所以甚麼人能得著福音？只有那單純，肯謙卑來尋求，求

告神的人。所以神有時要興起環境，使人來到似乎盡頭無路，如此人才會醒悟過來，

才會向神呼求。保羅深知像哥林多人那樣自以為有智慧者，不是用人的高言大智可

以將之征服的，所以從雅典要到他們那裏，主在他裏面，就叫他定了主意，在他他

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的釘十字架，叫他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而在神的大能。感謝主，他在這城裏實在看見神所預定所要得著的百姓。 

三、信徒不堅固的表現： 
    哥林多教會的建立，他們不只從保羅聽見了福音，神也藉著亞波羅與百基拉夫

婦給他們幫助，以致他們在屬靈上，保羅在這信上說：「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惠，又因你們在祂裏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

備…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1:4-5,7)。他們如此蒙恩，按理他們在生命上該

是大有長進，有真道上堅固。但可惜，我們看見保羅在這信裏對他們說的是：「弟

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在基

督裏為嬰孩的。我是用奶餧你們，沒有用飯餧你們，那時你們不能吃，就是如今還

是不能。你們仍是屬肉體的(3:1-3)。這實在是可悲的事，是叫保羅難過的事。他們

本該作師傅，但誰知還得吃奶，不能吃乾糧，不能分辨好歹(來 5:12-14)。可是，這

樣的光景，今天在神的兒女中仍比比皆是，不少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仍停留在嬰孩

階段，甚至不思長進。難怪一下子就被搖動了。保羅指他們仍是屬肉體的，為甚麼？

保羅說：「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分爭，這豈不是屬乎肉體，照著世人的樣子行麼？」

換言之，他們並沒有脫離世俗，生活仍如舊日的樣子。世界如何嫉妒分爭，教會、

神的兒女也照著嫉妒分爭。在他們中間有人說自己是屬保羅的，有人說是屬亞波羅

的，也有人可能在耶路撒冷見過彼得，聽過他的道，而就把自已歸屬於他，也有人

以別人屬入不屬靈，就只說自己是屬基督的，以為這就比別人屬靈了，豈不知都是

屬肉體。不過把神的僕人作為自己所立黨派的招牌。感謝主，保羅清楚指出他們的

錯誤，也讓他們看見，不管是他或是亞波羅或是其他神的僕人，都算不得甚麼，都

不過是與神同工的。這哥林多教會，他們不只在這嫉妒，結黨分爭上顯出仍屬肉體

的光景，受肉體所支配。他們中間也有仍受罪轄制而犯罪，甚至所犯的罪連外邦人

中也沒有的(5)，同時，也有不肯吃虧而弟兄彼此對簿公堂。亦有在婚姻上出問題的；

在吃祭過偶像之物和赴祭偶像之會的筵席上不清晰的；在教會聚會中也顯出紛亂的

光景；更對真理如，屬靈的恩賜，方言等問題，並復活的事均不明白，而受著種種

言論所搖動。所以現在我們才曉得，為甚麼在這信上，保羅在對他們所說的，至這

信的末了，還如此的勸勉提醒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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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

們若沒有站穩，站穩在基督裏，站穩在真道上，而仍受這世俗、世界之風；受罪，

受這世界的王所擺佈，屬靈生命搖擺不定，他們就沒法作主的工，進到主所要作的

工裏。自然也就談不上為主的勞苦。 

今天我們屬靈的光景如何？我們的生命是否長進？還是我們也像哥林多教會

一樣？聖靈藉保羅所說的勸勉的話，之於我們如何？願主恩待我們。   □ 黃漢先 



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

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

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 

（林前 15：58） 

去年我們學習的主題是「合乎主用」，主耶穌是願意屬祂的人都

脫離卑賤，成為聖潔貴重、合乎主用的器皿。既成為合乎主用的器

皿，我們也盼望主耶穌可以用我們來事奉祂。所以按著主給我們的

負擔，今年往前的學習是「常常竭力多作主工」。經文原文是「常常

充溢出主的工」，意思是我們應當常常都作主的工，作至滿溢。我們

的任何時間、力量都應該是用來作主的工。但主耶穌要的工作不是

外面一件一件的工作，而是要得著人。 

 

得著建造教會的材料–得救的人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約 4：34）主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

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

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

拯救的日子；」（林後 6：1-2）我們是與主同工的，主的工作正是要

拯救人的靈魂。主耶穌升天前吩咐門徒：「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

19-20）主快要再來，主耶穌一來，福音的門就要關上，人就沒有得

救的機會！「…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

4：35 下）我們要努力傳福音，將我們認識的、不認識的人都帶到

主那裡，使主得著更多的人。今年我們在每月的事奉交通會中，仍

會安排有傳福音的學習和操練；盼望我們一同為福音齊心努力。 

 

新婦裝飾整齊迎主來–屬靈的人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原文傑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

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 2：10）「…你們是

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林前 3：9 下）得著建造教會

的材料，有得救的人仍未夠，主耶穌要在得救的人身上作工，直至

我們被模成神兒子的形像。我們雖然已得救，但我們也像哥林多教

會的人，不是全都屬靈的；我們仍有很強的己，是個屬肉體的人。

一方面需要受主的對付、雕啄，讓聖靈藉著十字架（環境、人、事、

物）在我們身上作工，治死我們的己，使我們成為屬靈的人。另一

方面，我們好好讀神的話，以至認識神的旨意，知道神在這末後的

時刻要作的工，使我們跟得上主的腳步，不至後退趕不上。願主的

愛激勵我們，使我們快跑跟隨祂。求主使祂的新婦早日裝飾整齊，

迎見新朗來提接。 

 

不可徒受主的恩典–作主工的人 

「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林後 6：

1）主給我們的恩典何只千萬，主給我們的是祂的性命，試問我們還

有甚麼要為自己保留呢！但願我們不徒受主的恩典，靠著祂加給的

力量，我們常常充溢出主的工。「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

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約 9：4）願我們成為作主

工的人，使主得著更多的人–得救的人和屬靈的人。 

 

 

每日靈糧 
倪柝聲弟兄信息摘錄 

1月27日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裏面活著。（加二20）  

有一件事我們必須特別留意的，就是神為我們所預備的救恩，我
們必須把它完整的接受過來。我並不相信「無罪的完全」，就是「拔除
罪根」這種說法；但我相信神能把我救到底。我也不相信十字架把我
消滅這回事，但我相信主在十字架上為我死了。神並沒有拔除我的罪
根，但祂把基督賜下來，住在我裏面。以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死，
現今祂是活在我裏面，也替我活。神救恩的範圍有多大，我所享用的
救贖也有多大。我們不必再保留自己的壞脾氣、不潔、焦慮，或肉體的
私慾。神不只能把我們從一切的壞拯救出來，祂也把祂所有的好給了
我們。  



1月28日  

只剩下我一人。我見了這大異象便渾身無力，面貌失色，毫無氣
力。（但十8）  

人受光照，就滿得豐富。但希奇的是，當我們受到光照的時候，我
們這一面所會感覺到的，不是增加，而是減少。因為光臨到的時候，就
會驅散自己以前所看見的，也把自以為有的一切都毀掉。在神的光照
下，事實上我們會有加增，可是我們卻毫無這樣的感受！神既然賜下
光來，你就以為自己多有所得，但是事實上你並沒有看見甚麼。若是
你真的能看見的話，在感覺上，你只感覺空虛，好像你在屬靈生命的
路上，你還沒有開步走。一個生命真正豐盛的人，在神的光照下，一定
會感到自己毫無所有。  

 

1月29日  

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你們的罪惡使祂掩面不聽你們。
（賽五十九2）  

有一次叼雷弟兄（R.A.Torry）在某地講道，有一個大學生走來跟
他說：「以前我是相信神的，但是最近我不再信祂了。因為我看過很多
書，閱讀多了，就把神也讀丟了。」叼雷先生回答說：「你不用騙我。
我以前也是大學生，唸了不少書，也得了博士學位，我卻沒有唸到把
神都丟了。讓我問你一個問題：你現在不再相信神，那你的道德生活
如何？」那學生據實回答說：「我承認我的道德大不如前。」叼雷先生
的結語說得好。他說：「我不必跟你辯論。如果你能放下惡習，恢復像
以前過較為正直的生活，神會馬上回到你那裏。」事實正是如此。有許
多人不信神，並非有充分的理由，只不過他們罪孽太重，阻擋他們不
能相信，結果淪為無神論者。  

 

1月30日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裏出去。
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裏降
下來的新耶路撒冷）都寫在他上面。（啟三12）  

今天神所用的器皿，就如起初所顯明的事實一樣──不是個別的，
在本質上是集體性的；換句話說，那就是教會。  

 或者有人會提出關乎教會裏面的得勝者的問題，不錯，教會十分需
要得勝者，但是這些得勝者所作的見證，是為了整個團體的益處，不
是為個人。得勝者並不是一批自視優越的人，自以為比別人強而把人
推在一旁。絕對不是，他們是為整個身體作工，他們作工，就叫全教會 

得益處。得勝者並非是為自己求好處，他們是站在教會的地位上，把
教會帶到成熟的地步。因此，得勝者的勝利也就成了全教會的勝利。 

  

1月31日  

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阿，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那僕人
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  

（太十八26-27） 
這故事的主人（其實我們在天上的神更是如此），動了慈心，並不

是因為僕人願意還債，而是因為僕人知錯，謙卑懇求主人發憐憫。主
人早知道他沒有能力還債，所以就免了他的債。「釋放…免了」--這兩
個詞說出了這個世代所要發生的事情。如果在未來的世代會有這樣的
事情，主在祂公義的追討上會作出讓步。今天，神不但要釋放人，也要
免了人所有的債。神的恩典往往遠超人所期望的。  

 
2月1日  

這樣說來，律法是為甚麼有的呢？原是為過犯添上的。（加三19）  

我們應該知道，神賜下律法，不是要人去遵守，而是要人知道他
們沒有能力遵守。神早就知道人犯罪，但是人自己卻不知道他們犯罪。
因此神賜下律法，目的是要人認識自己，知道他們沒有能力去遵守律
法。這一切主當然是知道的。神的兒子來到地上，若是要人去遵守那
為過犯添上而他們又沒有能力去遵守的律法，那就太不可思議了。律
法既然不能叫人不犯罪，難道神的兒子來要叫人去作不可能的事嗎？
神差遣祂兒子來，是為了拯救人，所以祂一定不會堅持要人去守律法，
作為他們得救的條件。  

 

2月2日  

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是在乎自己的心腸狹窄。（林後六12）  

電的能力是很厲害的。若是把電源關掉，電流就馬上截斷。屬靈
生命的能力也實在是大，而且是自發的。但是如果缺乏令它成長的條
件，它的成長就會受到限制。  

那麼，怎樣才能使這個生命增長擴大呢？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接
受屬靈的生命，是從心思開始；照樣，這生命的成長也是由心開始。我
們屬靈的生命能否增長擴大，就看我們的心是否向神張開。我們的心
如果是向神張開的話，我們的生命就會寬廣長大。但是，如果我們的
心是向神關閉的話，生命就沒有可能拓寬。所以還是回到心的問題，
我們不能忽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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