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廿三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信仰工作坊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肢體相交  

5：00 pm 
喜 樂 團：美好的見證（一）—文章分享（人物） 

仁 愛 團：詩歌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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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日） 22/4（一） 23/4（二） 24/4（三） 25/4（四） 26/4（五） 27/4（六） 

可 6-7 可 8-9 可 10-11 可 12-13 可 14-15 可 16-路 1 路 2-3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教會的福音工作禱告，其中特別為著是否能進一步參與在

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求主帶領及顯明祂的心

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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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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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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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所有有崗位服事的

同工依時出席。 

二、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廿三章 

三、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專題  全人的救恩—  

基督徒情緒壓力面面觀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多結果子的生活（三）—常住在主裡      詩歌：227 首 
經文：約 15：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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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注意扎根之外，還要注意常住在主裡面。 

 

一、我們與主的關係（約 15：1、5） 
主是真葡萄樹，我們是枝子，父神是栽培的人。 因此，按常理來說，

枝子必能結果子，若不能結果子，反映已出了毛病。另一方面，我們

也看見屬主的人和主的關係是不能分開的，因這是生命的關係，枝子

若離開葡萄樹就必枯乾，因為失去了生命的供應，正如主所說：我們

離了祂，我們就不能做甚麼。 

 

二、我們要常在祂裡面（約 15：5-6） 
主告訴我們要結果子、多結果子就必須「常在祂裡面」，「常在祂裡面」

原文是「住在祂裡面」，「住」原文是居住的意思，「住在主裡面」就

是無論你到哪裡活動，都在祂的範圍裡，簡單來說，即是常與神同在、

與神同行。並且，我們若住在祂裡面，祂也常在我們裡面，這說出了

生命的交通。若我們和主沒有生命的交通，就得不著生命的供應。進

一步來說，生命的交通就必須有往來，因此，神也應許，我們親近神，

祂就必親近我們，今天我們是否寶貴這個？能否在忙碌生活中，抓著

時間到主面前去親近祂？ 

 

三、如何保守與主關係—常住在祂裡面 

I. 願受神的修剪（約 15：2） 

父神是栽培的人，若枝子不能結果子，祂就剪去—意思就是須要接受

十字架的工作；不單如此，就是結果子的枝子也需要接受十字架的工

作，好叫能結的果子更多。好像約伯經歷苦難，不是因他犯罪，乃是

神在他身上要除去不該有的，最終的結果，神賜給他的比從前的加

倍，並且，他與神的關係更緊密，從前風聞有神，現在親眼看見神 

 

（伯 42：5）。今天或許我們正面對著極大難處，但願神讓我們曉得，

這是祂許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並且不是偶然的，為的是要使我們結

果子更多，並和主的關係能更往前。  

 

II. 常在主話裡（約 15：7） 

若我們常追求主的話、順服主的話，就常在祂的話裡；當我們親近主，

與主交通，祂的話也常在我們裡面，就是聖靈會幫助我們想起主的話

來。感謝神！得著主話我們就活了，屬靈的需要也得著飽足，不再感

到有靈裡的枯乾和饑餓。 

 

III. 常禱告祈求（約 15：7） 

常在主的話裡，我們不單得著神話語的供應，更能從神話語裡明白神

的心意，可以按神的心意禱告，凡我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使我們能經歷祂的信實和權能。願我們能更好操練常住在主裡，與主

同工為神旨意不住的禱告（帖前 5：16-18）。 

 

IV. 常在主的愛裡（約 15：9-10） 

要常住在主裡面，我們就須要常在主的愛裡，因著愛，我們願意更多

和主有被愛的連繫，使我們被祂的愛吸引，常和祂有愛的交通。也因

著愛，使我們甘願順服作主所要我們去作的，遵守祂的命令。這樣，

使我們更多認識主，並和主的關係更密切，能進入屬靈的實際，好像

約翰告訴我們，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他的心在我

們裡面得以完全了（約壹 4：11-12）。  

 

四、多結果子的結果（約 15：8） 
若我們常住在祂裡面便能多結果子，神的話提醒我們，這樣的目的不

是為了我們自己要得甚麼？乃是要讓神得榮耀，並且，我們也能顯出

我們是主的門徒，換言之，就是能見證主自己。 

 

總結：願在這末後的日子，這忙碌的世代，我們能更好操練常住在主

裡面，好能多結果子，讓神的心得著滿足。 

 

                                                 □趙永欣 



 
 

福音問題解答 9 

 

問：我常感人生空虛無望，應該如何解決？ 

答：這世上，有些人非常能幹，也非常成功。他在生活上能節制，

也能自愛。但是無可避免的，在他的事業上、生活環境上仍包

圍在許多壓力之下。尤其社會世風日下，罪惡充斥，人在午夜

夢迴，必然會感到空虛與無力感。因為即使他再樂觀，也無從

把握他的生、老、病、死；尤其處在忙碌中的平安，以及應對

環境中的各種智慧。有些人滿有錢財無法享用；有些人以為身

體強壯，那知年紀輕輕的就得了致命之症；有的人常怕交通意

外，出門自駕或乘搭交通工具，就提心吊膽。這個世界，誰也

無法操縱自己的前途，生命。 

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努力了嗎？不！神造人，給了你我環境、健

康、智慧等等，乃是要我們善盡人的責任，活得有價值，活得

有尊嚴。但是對那些空虛與無力感怎麼辦呢？看破紅塵而出

家，走消極人生的路，不能解決問題；自殺或等死，更帶不走

你的罪孽。只有一條道路，就是信靠耶穌，接受祂做你人生的

救主。這樣，一面提升了我們人生的境界，也擴大我們人生的

意義。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

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十四：6)。只有主耶穌活在你

心裏，你有了祂，才有真平安、真希望。從此，你不再失喪、

空虛與無力感，轉變成為璀璨積極的人生。 

 

 

 

 

 

 

每日靈糧 
倪柝聲弟兄信息摘錄 

 
4月 21日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約七 38） 

 
 我們要特別注意「流出」這兩個字。用這個詞，就表示不是運
用講台上的技巧，或者是某種聲調語氣，或者是高深的心理學問，
也不在乎能言善辯，或高言大智。雖然這些技能有時或許有點幫
助，但它們決不是活水，也不是能使活水流出來的裝置。「流出」
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不用人為的努力，只是順著坡度流去。 
 屬靈的生命與能力，是從我們的靈自然流出來。不然的話，不
管我們如何聲嘶力竭地講道，聽眾還是無動於衷。甚至有些時候他
們似乎很留心聆聽，似乎心中領會並感動，但是，不管怎樣，我們
所講的只會從他們口中搏得一聲稱讚，可是卻不能叫他們得生命，
得能力去把他們所聽到的實行出來。願我們今天能成為輸送神生命
的管道。 
 
 
4月 22日 

王進來觀看賓客，見那裏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就對他說：朋

友，你到這裏來，怎麼不穿禮服呢，那人無言可答。（太廿二 11-12） 

 
 在東方的國家，赴婚宴的賓客，不用自備禮服，是主人家為大
家預備的。這婚禮的禮服，是基督，就是我們的義袍。我們總要披
戴基督（參羅十三 14；加三 27）神已經為我們預備了赴婚宴的禮
服，但是這個賓客自以為自己的衣袍夠好了（自義）。 
 人就是貧窮，也沒有關係，因為王已經預備了一切。若有人自
慚形穢，也不要緊，王已經為他預備了禮服。需要防範的，卻是不
情願脫下舊裳，換上新衣的態度。 



4月 23日 

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愛祂了，並且祂的誡命不是難守

的。（約壹五 3） 

 
 有一次，有幾位姊妹向我訴說：順服是最困難的功課。她們說：
別的姊妹似乎很容易順服，但要她們順服的話，就像要肩負全世界
的痛苦那麼難受。我要在這裏說清楚：如果你從來不肯放下你的意
向，一心順服神；又如果你從來不把心中最寶貴的撇下，捨棄心中
所愛的，那你就不用去想要走順服的道路。除非你有了這樣決志的
經驗，否則你不可能走在順服神的路上。 
 
 
4月 24日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

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彼前二 21） 

 
 人羞辱耶穌，祂卻輕看羞辱。神把十字架給祂，祂就忍受。對
人給祂的誤會、排斥、控告、背棄、甚至定罪，祂全不介意。這不
是因為這些羞辱並不使人難堪，事實上祂所受的苦，遠超過任何人
所曾經歷過的。也不是因為祂神聖的天性，對被污辱的羞恥無動於
衷；事實上祂的感受比甚麼人的都尖銳。神所給祂的十字架一點都
不輕省，祂在人面前，在污鬼面前，和在天使面前所遭遇的一切，
並不是不難受，但是，主忍受十字架；祂接受十字架，並且忍受了
十字架所帶給祂的一切。最後結果如何？祂達到終點，成就了一
切，「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來十二 2），等候祂榮耀顯現的那一刻。 
 
 
4月 25日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十六 33） 

 
 你要得勝嗎？只有基督的得勝才是你的勝利。你要勝過世界
嗎？也只有基督才是勝過了世界。又或者你是在冀望有一天神會為
你作一些事嗎？讓我再說一遍：不會的，因為神已經為你在基督裏

成就了一切。因此，得勝並非是今天的事，因為基督老早已經得勝。
願神給我們啟示，讓我們知道我們在基督裏所已經得著的。如果我
們不相信，那我們就得不著，但假如我們相信的話，那就會得著一
切。在基督裏有得勝、稱義、成聖、赦罪，與及其他一切屬靈的福
氣。神不能為我們再多作甚麼了。如果我們是在基督裏，基督所有
的一切，就都是我們的。我們不用再從基督支取甚麼來滋潤我們。
我們是要進入基督裏，好叫在祂裏面所有的一切，能在我們裏面流
出去。 
 
 
4月 26日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太十 30） 

 
 最微小的細節，神都會留意，為這個原故，祂也是最偉大的。
那能長久受苦的，就是最有能力的。在我們的一生中，沒有一件是
太渺小的以致神不垂顧關懷。你在天上登記了的頭髮的數目，正是
你頭頂上的頭髮的數量。在此我講一個故事：有一個寡婦搬到樓上
一個小房間。她求神為她預備一張尺寸合適的地毯。結果有人送來
一張尺寸剛好的地毯，還有一個熨斗和火鉗。後來她說：雖然她忘
了向神要這兩樣東西，神卻沒有忘記。我們的頭髮都給神數過了，
就是這個意思。 
 
 
4月 27日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林前十二 14） 

 
 我們作基督徒的，都應該羨慕和追求屬靈的事，但不該模仿造
作，或者存一絲嫉妒。每個人對屬靈的工都該有這樣的態度：我能
作的，我希望別人都能作。我作不到的，希望其他的人可以作得到。
我願意能多作一點，也盼望別人能作更多。我何等需要知道自己不
過只是一個作工的器皿，不能把要作的工壟斷。不要把工作和工作
的結果統統看作是屬於自己的。如果我堅決包辦某件事，那我就沒
有看見身體。甚麼時候我能看見基督的身體，馬上我就知道，我的，
和別人的勞苦，都是為了頭與身體得益處。願所有的榮耀歸於主，
又願所有的祝福歸於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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