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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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日） 11/2（一） 12/2（二） 13/2（三） 14/2（四） 15/2（五） 16/2（六） 

出 31-32 出 33-34 出 35-36 出 37-38 出 39-40 利 1-2 利 3-4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下主日的福音聚會禱告，記念各項的服事(包括邀請福音朋

友、講道、領詩、司琴、陪談、招待、影音控制、禱告、跟進工

作等)，求主捆綁撒但的工作，讓更多人前來聽福音蒙主拯救。 

二、 為著教會的主題學習代禱，好讓我們在新的一年能更好追求主，

被主得著，好能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叫神的心得喜悅。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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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定於下主日 (二月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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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盡量邀請親友參加。福音

單張已預備，歡迎弟兄姊妹取用。當天所有主日學暫停一次，但

仍有兒童照顧的安排，請弟兄姊妹特別留意。 

二、 另外，教會預備了為福音朋友代禱的代禱便條，弟兄姊妹填寫

後，可投入副堂報名表的信箱內。 

三、 還有，原定下主日(二月十七日)的事奉交通聚會，也會順延至二

月廿四日(主日)進行，下午二時正開始，聚會的第一段時間會為

教會往前禱告，接著有福音操練(四)，請所有有崗位服事的同工

依時出席。 

四、 本週二晚禱告聚會(為新春佈道會禱告) 

五、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擘餅聚會 
 

 

新春佈道會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作主工的人（一）–作主的見證人        詩歌：239 首 

經文：提後第一章 
 

今年教會學習的主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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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竭力多作主工」經文原文是「常常滿溢在主的工作中」，意思是

我們應當多多作主的工，作至滿溢。我們的任何心思、時間、力量都應該

是用來作主的工。但要注意，主耶穌要的工作不是外面一件一件的工作，

而是要得著人–我們這個人。按著主給我的負擔，今年我們嘗試從提摩太

後書去看一個作主工的人應該是個怎樣的人。 

提摩太後書是使徒保羅所寫的書信中最後的一卷，可稱它為保羅末了

的見證和遺言。保羅寫了提摩太前、書後，尼祿因焚燒羅馬城而引起公憤，

尼祿趕忙找基督徒替罪；結果基督徒大受逼害，保羅也因此再被捕，送去

羅馬受審。這次保羅給囚在一個稱為「墓穴」的可怕監倉，許多被關在那

裡的囚犯給老鼠咬噬至死。提摩太知道他的朋友、作他在信心裡的父親被

捕坐牢，他不久就會失去他。提摩太被迫要站到前面來，在保羅離世以後，

要負起責任延續主耶穌的見證，對他來說，這責任太沉重了，而又身在極

端不利的情況下，提摩太的信心有了動搖。因此保羅寫這最後一封信給他。

他深知提摩太的為人，就要鼓勵他，好叫在他裡面的恩賜，能再如火挑旺

起來，站穩主的見證。提摩太後書的信息豈不是也正正適切我們今天的需

要嗎？願主的話激勵我們，使我們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中持守主的見證。 

 

作主的見證人 

「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更好的翻譯是「不要以我們主的

見證為恥」；意思是今天我們所作的見證的內容是什麼，是「主的見證」。

所以今天我們生活中所言、所行、所見證的只應是「主的見證」。「主的見

證」是什麼呢？ 

 

一、生命的應許的見證（提後 1：1-2） 

保羅事奉神的路，他是照著生命的應許來服事神，這個生命的應許是

永活的，死亡也不能拘禁的，並且滿有了喜樂和平安，這是永活的生命的

應許。這個生命乃是神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祂是從永遠到永遠，並且是引

進永遠的榮耀裏去的。當時整個都是火煉的環境，誰能忍受？感謝主，我

們讀提摩太後書時，就看到保羅不但能忍受，並且是在非常喜樂的狀況，

唱著凱歌那樣去接受。他憑著什麼？就是憑著這個生命的應許，這個生命

的應許是勝過眼見的一切環境，叫保羅坦然地走完他該走的路程。當時的

環境給提摩太的壓力也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保羅就對提摩太說出自己這麼

多年來事奉神的秘訣，就是照著生命的應許來服事神。今天，我們也應是

照著這個生命的應許來服事主，不管內外的環境是怎樣的艱難也不怕；因

為生命吞滅死亡，軟弱變為剛強，憂愁變成喜樂。 

 

二、清潔的良心的見證（提後 1：3-4） 

保羅說他是「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意思是說我所留意的是我和

神之間的交通沒有間斷；能維持和神沒有間斷的交通，乃是因著我存著一

個清潔的心活在祂面前。我沒有求自己的好處，也不甘心給罪的限制和肉

體的捆綁擋住我，我只有一個心思願意討神的喜悅，滿足祂的心意。 

保羅說「我不住的想念你，記念你的眼淚」，提摩太流的是什麼眼淚呢？

就是在當時那麼困難底下，提摩太感覺他在屬靈上的和肉身上好像再沒有

力量應付這個環境，好像看不見前路；也為著自己好像跟不上主的心意而

流淚。並且想到，難道神的教會、主的見證就此毀了、停了嗎而流淚。所

以保羅提醒他要照著生命的應許和清潔的良心來服事神，不要看環境、看

難處，也不看自己，只看神。 

 

三、剛強、仁愛、謹守的見證（提後 1：5-6） 

保羅雖然很擔心提摩太，但保羅對他也有點信任。因為提摩太信心的

根基非常好，他的信心是非常真實的（無偽之信），他從他外祖母和母親

那裏受了很大的影響和幫助，他從小就是個揀選神的人，這一點保羅很清

楚。在這裏，我插上一些題外的話。弟兄姐妹，如果我們盼望我們的下一

代能在主的面前很好跟隨主，必須先注意我們留下的是怎樣的榜樣。下一

代不用口來說什麼的辯論，但他們會用眼睛來看長輩們如何的生活，他們

也能從長輩們身上看到神是真實的，還是長輩們口頭上講的。如果做父母

沒有在這一點上好好要求自己，你也不必存太大的盼望你的兒女會在神的

面前走得很正直。 

因著保羅相信提摩太在信心裏不會走迷，所以他特意在這裏提醒他一

件事，你必須把神「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神為什麼把這個恩賜給

你？為什麼不把這個恩賜給別人，而是給你呢？因為你是被召的，是神差

遣的，你要用這恩賜來事奉神。神既然把恩賜賜給你，神就一定負你的責

任，所以不應該看環境，你要把你的眼睛固定在神的身上。「因為神賜給我

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你不要膽怯，要有剛

強的靈；剛強的靈是指神的能力，使我們有能力應付仇敵和一切的艱難。



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我們要用神的能力來應付一切的需要和

難處。我們也需要有仁愛的靈，這愛不是人間的愛，乃是神的愛、基督的

愛。人的愛很有限、有條件、有保留；神的愛無限、無條件、無保留，並

且祂愛我們就愛我們到底。我們就是有著神不保留的愛，才能面對難處。

還有，我們要有謹守的靈，謹守是指謹慎防守。我們要慎思明辨去防守異

端，生活有敬虔的操練去保守己心，活在討神喜悅的生活中。 

 

四、見證不能壞的生命（提後 1：8-10） 

我們憑什麼來作主的見證人？保羅提醒提摩太，不要憂傷過度而離開

神的道路，首先要轉過頭來看看神的能力。福音來自基督極大的苦難；基

督在苦難中有榮耀的盼望，有聖靈的能力。基督徒在苦難中，能交通於基

督的盼望與能力，我們凡事總要按神的能力。 

第二，神是以聖召召我們，祂選召我們來像祂；這一個召，不是根據

我們有什麼，也不是根據我們是什麼，乃是因為祂的旨意和恩典。我從前

在神面前什麼都不是，神還選中了我，現在我在神面前，雖然不是有很多

認識和經歷，但是我知道我是神的兒子。從前什麼都不是，祂已經看中了

我，現在我是作了神的兒子，祂怎麼能放棄我？ 

還有，「祂已經把死廢去，藉著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我

們都知道我們的主復活了，我們都知道我們的主是經過死亡，但在我們實

際的經歷裏，這一位復活的主有沒有顯出？我們感謝神，祂絕對可以顯出，

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看見祂是活的。我們人總是太容易被眼見來欺騙，叫

我們在一些眼見的事物裏，只看見難處，而沒有看見那一位死而復活的主。

多少時候，我們腦子裏頭就是會想難處，就是不會從難處出來，不會看看

這一位已經復活的主。感謝神，祂的兒子已經從死裏復活，把死廢去，也

已經藉著福音，將不能朽壞的生命顯明出來。今天我們就是要把這個不能

朽壞的生命（主耶穌復活的生命）見證出來。 

 

五、見證我所信的是誰（提後 1：11-12） 

保羅為什麼不以主的見證為恥？因為他「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

祂能保全我所交托祂的，直到那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可靠不可靠？當

然可靠！祂能作什麼，你都知道；不僅是知道，並且是有經歷。所以保羅

在這裏說到他所信的，他知道主的所是和所作，有非常非常的把握，所以

他就不計較他個人的遭遇、患難、得失。他所注意的，乃是主要在他身上

所作成的。並且他知道他交托給主的，祂能保全直到那日；如果是主交托

給他的，祂更能保全直到那日。我們真的看見這個事實，今天我們所遭遇

的又有何可怕呢！ 

 

六、守著所見證的善道（提後 1：13-14） 

到末了，保羅說，「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裏的信

心和愛心，常常守著。」及「從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

裏面的聖靈，牢牢的守著。」從時間上面來說，你要常常的守著，不許有

一個時刻偏離；從實際上來說，你要牢牢的守著，不可有一個時候放鬆。

看我這個人，我有什麼能力能持守呢？保羅就說了，我們是用基督裏的信

心和愛心，不是人自己的所有，而是基督裏的信和愛。你相信神，你相信

主，祂要承擔我們一切的難處，我們裏面就沒有重擔。因著愛，我不敢叫

愛我的主傷心難過，我應該愛祂，我也不肯放棄從祂那裏所接過來的。並

且這個在基督裏的愛，應該是向著主，也向著那些同在基督裏的人。我為

了愛他們，我不能成為他們的絆腳石，我不能成為他們心靈受控告的題目，

我更不能成為一個叫他們跌倒的壞榜樣。所以我必須要常常的守著主自己

的真道。我們也曉得這樣的持守，我要掙扎也掙扎不過來。但是感謝神，

聖靈已經住在我裏面，我就藉著住在我裏面的聖靈，我緊緊的守著。感謝

神，祂說了，我就照樣走，祂就負責供應我能走上去的力量，也指明我們

該往前走的路。我們感謝主，祂從前是這樣的對著提摩太，今天也是同樣

的對著我們。 

 

七、在見證路上的安慰（提後 1：15-18） 

十字架的道路是很孤單的，但是感謝主，祂知道什麼時候跟隨祂的人

需要安慰，神就差遣那些叫他們得安慰的神的兒女們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叫跟隨主的人眼睛停留在主的身上；也知道在見證的路上有同伴。保羅用

了兩次「憐憫」，見證的道路實在太險惡，若沒有主的憐憫，沒有一個人可

以站穩。所以，凡是在主的見證中有份的，不退縮的，都是深深感受主憐

憫的人。 更安慰的是到那日，主再來之日，那些至死忠心主的見證人必得

主的賞賜，可以與主一同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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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福生 



 
福音問題解答 3 

問：憑甚麼說神只有一位？  

答：這個問題，就好像說憑甚麼說，你只有一個生父，生母？一個

人只有一個生他的父母，這是辯不倒的事實。 

我們基督徒信仰的根據就是聖經—神給人的話。聖經明說：「神

只有一位，再沒有別的神。雖有稱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

那許多的神，許多的主。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

於祂，我們也歸於祂。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

祂有的，我們也是藉著祂有的。」(哥林多前書8:4-6)。 

我們所說所信的神，是指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獨一的真神。祂

是自有永有，是慈愛、偉大、公義、聖潔、全智、全能、全足、全

豐的真神，和世俗敬拜的各種假神全然不同。 

祂不是人用金銀木石泥塑所雕，可以鏽爛朽腐，倒塌毀壞的，

也不必住人手所造的廟宇寺院，因祂是天地的主。祂亦不需要人給

予整潔裝身的待奉。祂是公義的，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絕不因人

的燒點香火，紙箔食物等的供奉，就免去人的罪刑。聖經說，祂倒

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使徒行傳 17:24-25)。又為人的罪賜

下救恩，聖經說：「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提摩太前書 1:15)；

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所以只有這一

位神是真神，是可信可靠的。 
 
 
 
 
 
 

 
每日靈糧 

倪柝聲弟兄信息摘錄 

 
2月 10日 

 …天國裏誰是最大的？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

當中。（太十八 1-2） 

 主常常用事實來表達祂的意思，也常常用寓言。這回祂叫一個
小孩子站在門徒們當中，就明確地把雙方之間的比較指出來。只有
瞧那小孩子一眼，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身高、體重、年歲、經驗等等，
無須再查問清楚，看一眼就知道啦。 
 
 人在重生以後，若能保持謙卑，像小孩子一樣，這個人在天國
裏是最大的。很可惜，有太多人放棄這個境界。他們還是小孩無知，
卻偏要像成年人那樣行動。「變成小孩子的樣式」(第 3節），是進入
天國的條件，而這條件若能持續下去，就正是日後能作尊大的人的
基礎。 
 
 
2月 11日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

那裏，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約二十 1） 

 許多人只會看重主的工作，卻不會寶貝主的自己。抹大拉的馬
利亞與眾不同的地方，是她會寶貝基督的自己，不是光重視她所得
的救恩。有許多人身上所附的鬼給主趕出去，但是只有抹大拉的馬
利亞會尋求主自己。雖然其他的婦女也來找主，但是第一個來到墳
墓的，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她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
她就來到了，心中只想找到主，其他的事都渾忘了。一位弟兄說得
好，他說：在主耶穌斷氣以後，在馬利亞的眼中，整個世界都變成
一個大空洞。整個世界都不能吸引她的心，因為她的心已經讓唯一
的一個人奪去了。她的心完全給主佔有了。 
 
 



 
2月 12日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五 6） 

 有一次，一個信主的醫生問傳道人說：「屬靈生命的開端和成長
都是從飢渴慕義開始。有許多人卻不感覺飢渴或乾渴，那怎麼辦？
有甚麼方法可以使他們感覺飢渴？」傳道人回答說：「你是醫生，你
知道人裏面有生命。除非他死掉了，否則他或多或少總會想吃東西。
那你怎麼樣能提高他的食慾哪？你會開藥刺激他的食慾，叫他的飲
食恢復正常。同樣地，人裏面有一點感覺的時候，就要學會順從那
感覺。如果你能順從這一點點的感覺，那裏面的飢渴就會加強。越
順從就會越感到飢渴。同時，你裏面的感覺加深的時候，你也會多
一點順從它。你若多順從它，裏面的感覺就會多添。順從越多，裏
面的感覺越強；這樣，你馬上就知道你裏面活過來了。」 
 
2月 13日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已經出死入生了。（約壹三 14） 

 所有已經出死入生的人，都會彼此相愛。所有屬於同一個屬靈
身子的人，都會彼此相愛。這個愛出自生命，是自發地流出來。神
的兒女，在他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以後，有人提醒他應該愛他在主裏
的弟兄，那時他會這樣說嗎？「既然你這樣說，那明天開始，我就
去愛其他的基督徒。」哦，巴不得我們都知道，凡真正重生，有神
的生命的，都自然會愛在基督的身體內同作肢體的，不管他有沒有
得著提醒，他自有醒覺去愛弟兄。 
 
2月 14日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
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啟十二 10） 

 依照希臘原文，權柄是絕對的，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和權利去行
動，是表示那股不可思議的力量，能叫萬物都降服。今天人只強調
能力，卻忽略了權柄。人犯了罪，是因為他要顛覆神的權柄。天使
要推翻神的權柄，就淪為撒但。撒但不單只不服神的權柄，還煽動
人去敵擋神。但是，當基督再來的時候，祂會用祂的權能粉碎撒但。
那從祂口中出來的寶劍，就是祂權柄的能力。今天的基督徒應該學
習去順服在神的權柄下。 

 
2月 15日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林前一 27） 

 人都尋求智慧和能力，神卻揀選愚拙的，和軟弱的。哥林多前
書說到基督的智慧和能力，它也宣告神是揀選那愚拙的，和軟弱的。
希臘人是求智慧；猶太人求神蹟，那就是求能力。但是神撇棄人的
智慧和能力，因為有出於人的智慧，就有屬肉體的能力。人的智慧
和能力，只能在人的事情上管用。如果應用在神的工作上，就一定
會敗壞祂所作的工。 
  

神只能用聖靈的大能去成就祂的工，而這大能是藉著那愚拙
的，和軟弱的，顯明出來。 
 
2月 16日 

他（摩西）將到四十歲，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徒七 23） 

 在聖經裏，有一個寶貴的事實，就是神特別珍惜每一顆向往祂
的心意。摩西的故事巧妙地說出了一個人怎樣起了心意，為神的原
故，要拯救以色列人。雖然一直到八十歲的時候，神才用他，但摩
西的心意是在四十歲的時候就開始，不是等到他八十歲的時候才
有。過了漫長的四十年，神仍然沒有忘記這個人所起的心意。 
 
 撒母耳也是這樣。他母親哈拿禱告神，說：「祢若垂顧婢女的苦
情…賜我一個兒子，我必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撒上一 11）。正
因為撒母耳的母親向神有這樣的心意，撒母耳後來就蒙召，也給神
使用，成就了神在那個世代的計劃。每當神找到一顆向著祂的心意，
祂必會珍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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