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十八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彼此相交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屬靈書籍分享  

5：00 pm 
喜 樂 團：生活組（３）  

仁 愛 團：屬靈書籍分享（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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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兒童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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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慕 道 班：耶穌是誰？  

成 年 慕 道 班：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信徒造就信仰組：得救與得賞賜  

信徒造就生活組：靈修生活（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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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成 年 查 經 班：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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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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日） 11/3（一） 12/3（二） 13/3（三） 14/3（四） 15/3（五） 16/3（六） 

民 20-21 民 22-23 民 24-25 民 26-27 民 28-29 民 30-31 民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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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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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為新春佈道聚會後的跟進工作禱告，求主吸引曾參加聚會的福

音朋友繼續前來參加聚會，並在他們的心中工作，好叫他們能

早日蒙恩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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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定於六月二日（主日）有受浸聚會，凡擬報名受浸者，請

先與所屬團契或主日學同工交通。截止報名日為三月卅一日（主

日），請注意在報名時把得救見證一同交付。 

二、 下主日（三月十七日）下午二時正有事奉交通聚會，聚會的第

一段時間會為教會往前禱告，接著有福音操練（五），請所有

有崗位服事的同工依時出席。 

三、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十八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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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結果子的生活（二）- 要往下扎根     詩歌：432 首 

經文：約 15:16 ;賽 37:31;西 2:6-7 

 

今天我們要如何為主作工？我們的主曾對門徒說，不是你們揀選

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因此，我們要作

的工就是要多結果子，但我們若要結果子，就必須先注意扎根這件事。 
 

一、要往下扎根向上結果 
以賽亞書第三十七章，預言耶路撒冷將被拯救。當時亞述大軍臨

城，猶大國正處於危急境況，但神藉先知以賽亞安慰神的百姓，亞述

的軍隊不能攻取耶路撒冷；反倒耶路撒冷的子民還要往下扎根，向上

結果。神說：「你們要往下扎根，還要向上結果。必有餘剩的民，從

耶路撒冷而來。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我們注意就是在

危難困境中，仍有少數餘剩的人能因往下扎根，仍舊結出果子來見證

神。今天這末後的日子，聖經形容是邪惡淫亂、彎曲悖謬的世代，但

神仍盼望得著能結果子為祂作見證的人，那怕只是少數的人，若我們

要成為這樣的人，就必須注意要往下扎根。 
 

二、在基督裡面生根建造 
那裡是我們扎根的地方？歌羅西書提到我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

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祂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因此，我們必

須注意要扎根在基督裡，惟有栽在基督裡，我們才能得建立。因此，

我們必須要在基督裡有更好的追求，今天我們可以為興趣、學業、工

作、家庭、健康…，付上不少時間去追求；但我們這些屬主的人必須

看見，我們更要花上時間來追求認識基督，在基督裡生根建造。保羅

給我們留下美好的榜樣，這位對神的旨意這麼認識的一個人，仍竭力

追求認識基督，並以認識基督為至寶。 
 

三、在基督裡扎根的重要 
昔日神把百姓比作沙漠的杜松和河邊扎根的樹說出兩種不同的

情形（參耶 17:5-8）。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離棄耶和華的，他必

像沙漠的杜松，不見福樂，卻要住曠野乾旱之處，無人居住的鹼地；

就是枯乾、無生命的情況。反之，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

他必像樹栽於水旁，在河邊扎根，炎熱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

翠，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而且結果不止；就是能勝過惡劣的環境，

滿有生命的供應，仍能結出果子來。可惜，昔日神百姓卻選擇離棄神

這活水的泉源，要倚靠自己（參耶 2:13）。求主幫助我們，使我們正

確的揀選在基督裡扎根，好叫我們能站立得穩，並結出豐富的果子來。 
 

四、扎根生活的實際操練 

I. 扎根在神的話裡 
今天我們如何在基督裡扎根？首先，我們要扎根在神的話裡。

神的話不單是我們屬靈生命的供應（參太 4:4）；並且，若我們要

結果子，就要思念神的話。因為，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

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參詩 1:2-3）。 今天我們是否如詩人一樣愛慕神的

話？我們的讀經生活如何？若我們要在神的話上好好扎根，也必

需注意幾件事：其一是注意保守我們的心，使我們的心田常像好

土一樣，好使神的道能在裡面結實，有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

的（參太 13:23）。其二是需要接受栽培，好使我們屬靈生命成長。

我們屬靈生命成長故然是在於神，但過程中我們也需謙卑接受不

同的職事的服事，如同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說他栽種了，亞波羅澆

灌了…，不單是他，還有亞波羅的一份。今天在神的家中也有不

同的肢體能給我們幫助，我們是否能在主面前有謙卑的心，開放

接納，好使我們對神的旨意有更多的明白了解，並得著屬靈生命

的供應？其三、求主幫助我們如同庇哩亞人一樣，願意努力查考

聖經；他們不單甘心領受這道，更是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

是與不是（參徒 17:10-11）。最後，就是要實踐真理，保羅提醒腓

立比教會要注意在他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

見的，這些事他們都要去行（參腓 4:8-9），透過實踐，更多經歷

明白神話語的真實。 

II. 扎根在神的家中 
除了扎根在神的話，我們還要注意扎根在神的家中。詩篇提到

義人發旺，乃因栽於耶和華的院裡。栽在神的院中就是教會，在

其中過聚會的生活。只有在耶和華院中，才會發旺生長，甚至年

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參詩篇 92:12-14）。

求主幫助我們無論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都能看重聚會的生活，好

叫我們彼此相顧，扶持供應，常結出生命的果子。 

                                                 □ 趙永欣 



福音問題解答 5 

問：你們基督徒說，人是神造的，那麼神為甚麼要做人？ 

答：不是我們基督徒說，乃是我們基督徒信仰的根據，聖經說的。

是聖經—這本神給人的話裏告訴我們，人是神所造的。而神為甚麼

要做人？根據聖經所記，神造人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幾方面： 

一、 為著神自己的旨意(目的)： 

      啟示錄四章 11 節說：「神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神的旨意

被創造而有的」。換言之，神創造萬物，包括人，是有祂的目

的、計劃的。所以人活在地上不是徒然，茫然而活的，因為神

在人身上是有祂的旨意的。 

二、 為著叫神得榮耀： 

詩篇第八篇 1 節說：「神將祂的榮耀彰顯於天」；十九篇 1 節

說：「諸天述說神的榮耀」。以賽亞書四十三章 7 節論到人，

說：「他們是我的子民，我為了自己的榮耀造了他們」。換言

之，神造萬物來顯明祂的榮耀；神造人也同樣，為叫神的榮耀

從人得表彰。只可惜，羅馬書三章 23 節說：「世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神的榮耀」。 

三、 為著和神一同管理： 

神所造的人，雖然比天使微小，但詩篇第八篇 6 節說：「神派

人管理祂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

中的鳥、海裏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人的腳下」。可見

人是多麼的尊貴與有能力。 

四、 為作神的朋友；神的兒女： 

約翰福音十五章 14 節說：「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

朋友了」；一章 12 節說：「凡接待祂(主耶穌)的，就是信祂(主耶

穌)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可見人在神心中的

地位。可惜，人卻不曉得，竟誤會神，遠離神。以至人生落在

虛空中。 

 

 

每日靈糧 
倪柝聲弟兄信息摘錄 

 
 
3月 10日 

 沒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塊來，補在舊衣服上。若是這樣，就把

新的撕破了，並且所撕下來的那塊新的，和舊的也不相稱。（路五 36） 

 

 聖經並沒有告訴我們去改良自己，因為主已經成全了一切。耶
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擔當了我們的罪，祂在那裏宣告：「成了」。祂已
經完成了那工，沒有留下任何還需要作的。今天，我們不需要作甚
麼，只要承認自己的衣服破爛，承認自己敗壞，沒有能力行善，就
請求祂給我們新衣。如果你要決志行善，你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
立志去行。你應該知道，除了信靠主耶穌一次作過就成全了的救贖，
別無其他的方法。 
 
 
3月 11日 

 等候祂兒子從天降臨，就是祂從死裏復活的，那位…耶穌。 

（帖前一 10） 

 

 有一位弟兄，在他得救以後第一年，花了很多時間查考聖經，
特別研究關乎主再來的事。他把圍繞著主再來的大事都分析出來，
研究結果，讓他相當引以為榮。有一天，他遇見一位在主裏面經歷
很深的姊妹，他們就談到主再來的事。這位姊妹並沒有像他一樣詳
加分析，她只強調要怎樣等候主再來。那天，這位弟兄學了很深的
功課。他只是一個會談論主再來的人，而這位姊妹卻是在等候主再
來。凡只會談論主再來這事件的，都是貧乏可憐；而那些在等候主
再來的，卻是豐富有福。 
 
 



3月 12日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來十二 2） 

  
我們的眼睛，必須仰望那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根據原

文，這句話可譯作「望斷以及於耶穌」，意思是：我們要把視線從周
遭的一切事物上，轉移離開，專一仰望主。我們不看任何事物，只
看主自己，這樣，我們就可以走直路。我們周圍有很多事物很容易
影響我們的注意力，帶我們離開目標。只有望斷以及於耶穌，我們
才能保持自己奔跑在神的道路上。 
 
3月 13日 

 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 

（約八 28原文另譯） 

  
我們真的該喊出「哈利路亞」，因為基督是「是」。基督徒所聯

上的這位基督，現在就是「是」，他們就是和這麼一位基督有交通，
他們也聯上了那位「是」的神，因此所有屬靈的事物，對基督徒來
說，都是「是」的。 
 
 你常有重擔，多有難處與磨鍊，於是你向神禱告，可以似乎並
沒有甚麼幫助。你愈禱告，問題就愈顯得複雜，更多的禱告都沒有
用處。你該知道，你在禱告的時候已站錯了地位，因為你已經用時
間限制了神。你一直等待事情在前頭的日子發生，可是都落空了。
感謝神，事實上我們可以把將來和現在放在一起，求神光照，叫我
們知道我們的主，就是那「是」的神─誰領會到這一點，誰就摸著
與祂交通的秘訣。 
 
 
3月 14日 

 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太二十 25-26） 

 教會並不是像世上的國家，有君王和大臣作管理，因為「你們
都是弟兄」（太廿三 8）。設立宗教階級制度，不但不合聖經，而且是 

 
違背了主的命令。在屬靈上管理和教導人是可以的，但如果要在地
位上管轄人，就絕對不行。聖經裏的監督、長老、牧師和教師等等，
都是聖靈設立的。我們只該忠心服事主，只討祂喜悅。存心要在服
事上得高位的心思就是得罪神。 
 
 
3月 15日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林後五 10） 

 

 打從我們信主那個時候開始，我們所作的，或沒有作的一切事，
都等著算帳的一天，但這並不是與救恩有關的。我們的行為（參林
前三 10－15）、言語、甚至心思，都要帶到基督台前受審判。如果我
們有寶血遮蓋我們的過犯，那麼就已經通過審判，不會給重提出來。
但是，假如沒有為這些過犯悔改，或者沒有經過寶血潔淨，那就要
交帳。因此，我們要學習先省察自己。神的恩典和慈愛，都顯在羔
羊的寶血裏面，但是另一方面，祂的公義和聖潔，還是要在基督台
前顯明出來。祂不會寬容我們的污穢和不潔。 
 
 
3月 16日 

 所以我說，且在主裏確實的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

虛妄的心行事。（弗四 17） 

 

 所謂虛妄的心，就是通常我們所說的「空中樓閣」，是一種空虛
徒勞的心思。這種人的心思裏，只有一些虛浮的意念。有這樣的一
個故事：有一個人，人家請他在傳道人講道以後作結束的禱告，他
就開聲禱告，但心思裏忘不掉為他口袋裏面那五十二串銅錢祈求，
（在古時的中國，錢幣是用繩子串起的）。這個人的心思裏，充斥著
對錢財的虛妄意念。像這個樣子，神的生命怎麼可以得釋放出來？
從這個例子看來，任何的人、事、物，都可能成為一種虛妄的心思，
霸佔著我們的心。當我們的心思讓位，被虛妄的念頭所篡奪的時候，
神的生命在我們裏面就要受到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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