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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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詩歌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專題―住在主裡面  

5：00 pm 
喜 樂 團：查經（九）  

仁 愛 團：讀經交通（ 7）哥林多後書 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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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am 

9：45 am 

11：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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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造？  

成 年 慕 道 班：信徒生活（ 1）  

信徒造就信仰組：渴慕神   

信徒造就生活組：認識聖靈   

專    題    班：屬靈書籍《各各他的十字架》   

聖 經 概 論 班：舊約–歷史書  

恩    慈    團：分享的操練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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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琴：陳梓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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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細金  

譚樹恩  

阮黎萃華  

陳顥泓  

凌妙容  

陳偉忠  

梁景法  

何家俊  

梁耀明  

譚樹恩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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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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日） 1/7（一） 2/7（二） 3/7（三） 4/7（四） 5/7（五） 6/7（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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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暑期青年特別聚會及青特前荃、葵、石三家的預備讀經聚

會禱告，求主使用這些聚會，使更多青少年被主得著。 

二、 為兒童暑期聖經班禱告，求主吸引更多的兒童參加，好能認識

耶穌並蒙拯救，也記念當中的服事安排。 

三、 請繼續為著於新學年在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求主

帶領各方面的安排和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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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青年特別聚會將於八月四日至八日（主日至週四）在烏

溪沙青年新村舉行。今天截止報名，請把填妥的報名表投進副

堂「報名表」的信箱內。注意若要參加日營及晚堂聚會的弟兄

姊妹也需報名，以便服事安排。 

二、 今年的兒童暑期聖經班將於七月十八日至二十日（週四至週六）

舉行，主題為「Emoji 變變變」，歡迎升小一至升中一的小朋友

參加。今天截止報名，請把填妥的報名表投進副堂「報名表」

的信箱內。 

三、 本週二晚為禱告聚會（為教會往前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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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竭力多作主工（三）：愛惜光陰 詩集：128 首 

經文：哥林多前書十五 58；以弗所書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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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十五58）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弗五 16） 
 

一. 小人物身處大時代 
今天，我們活在世界的末期，主回來的日子極其逼近。這也是一

個變化莫測、社會資訊發達卻處處謊言、充斥陷阱、試探、危險和衝

突的時代！作為一個小市民，或許很多人都感到失落、無奈、無盼和

無助。作為基督徒又如何？有沒有分別？在這末後的世代，我們應如

何跟隨主，過討主喜悅的生活？哥林多教會裡的一切事，他們的反應

和處事態度，已遠離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這都是我們的鑑戒。面

對現今時代的挑戰，我們應堅持甚麼？甚麼才是正確的價值觀、態度

和合適的處理方法？神的話日久常新，真理永不改變，保羅給哥林多

教會的勸勉，正切合今天教會和信徒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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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十五 58） 
 

二. 務要堅固，不可搖動 
 上兩次信息提及： 

A. 務要堅固：指人心裡面的情況—信心要有根有基 

1.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祂而行，在他裡面生根 

  建造，信心堅固，…。」（西二 6-7） 

2.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 

堅固你的弟兄。」（路廿二 32） 

3.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林後五 7） 

B. 不可搖動 ： 面對各樣環境的態度—主的恩典夠用 

1.  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參林前二 15）—凡事不受外面環境影響 

2.  處理人生問題的正確態度、方法和能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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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瑟的例子說明，一切的風風雨雨，都是神所許可的，為要我們

得益處。可能當時不明白，但只要我們願意像約瑟一樣，凡事心存敬

畏，憑信心依靠基督，就必得著智慧和能力，欣然面對每天的壓力、

難處和挑戰！ 
 

三. 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Always abounding in the work of the Lord。「時常充溢出主的

工」。（呂振中譯本），「常常在主的工作中豐足有餘」（中文標準譯本） 

常常：Always：每時、每刻、每天都竭力，盡力。生命的運用與時間

直接有關，每個人能用的時間都有限，要好好珍惜；因為死後再沒有

時間可用。「凡你手所當作的事，要盡力去作，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陰

間，沒有工作，沒有謀算，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傳道書九 10） 

故此，我們要善用時間。 

1. 要愛惜光陰，因生命有限：「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九十 12）神賜我們每日 24 小時，

當好好管理，優次有序。據悉香港男女平均壽命是全球最長：女

性平均壽命 87.66 歲，男性則為 81.7 歲，然而生命總有終結的一

天。「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

主的旨意如何。」（弗五 16-17）神的兒女，若明白主的旨意，更

該愛惜光陰，抓緊時間，加倍努力；否則就是「糊塗人」。神的旨

意是要仔細查考才能明白，因此，屬靈生命若要成長，便須花時

間認真查考聖經，才能明白神的旨意，行事為人才對得起神（參

西一 9-10）。 

2. 要殷勤、善用時間：時間是世界上最寶貴的資源，一去便不回頭，

不可隨便或浪費。馬可福音描述主耶穌在地上作僕人的榜樣，有

四十一次用了「立時」、「隨即」、「就」等等字眼，表明主抓緊時

間，殷勤地遵行神的旨意。「耶穌進了一個屋子，眾人又聚集，甚

至他連飯也顧不得喫。」（可三 20）主耶穌因著「眾人」的需要，

連肉身的需要也顧不得。主為人忙碌到一個地步，將最合法的需

要都犧牲了—「連飯也顧不得吃」；祂這樣殷勤勞苦，全是為著我

們。我們對主又如何呢？我想，最基本是盡力做好本分。 

3. 要盡力做好本分：年輕的大衛為何能夠戰勝巨人歌利亞？大衛沒

有打仗的經驗，只是一個牧羊人，但是認真看管父親所交托的羊

群。當羊群遇到獅子和熊的威脅，他倚靠神來得勝。他所用機弦

甩石子的技巧都是從平常生活訓練的。我們是否平時就預備好，



隨時能夠為主出戰？只要平時認真，忠心主所托，神就能夠使用

我們。我特別想勉勵年青人，作為學生就應好好讀書，充實自己，

專心靠主，盡力就可以，無須與人比較。「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上十六 7）大衛如何運用空

閒的時間？他經常親近神，且善於作詩彈琴，後來都為神所用。

這邪惡世代將價值觀扭曲了，把光陰的誤用與虛耗說成愛惜光

陰；把親近主、事奉神當作浪費時間。今天我們要把握親近主的

機會，有活潑的教會生活，才能享受到主的豐滿。 

4. 要回轉、贖回光陰：「愛惜」一詞在原文裡有贖回、搶購之意。「光

陰」指時機，機會。神應許「蝗蟲…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補還你

們」（珥二 25）那些年所吃的或譯作「所吃去的那些年」。要知道

墮落的時候，就是失去光陰的時候。神的意思是說，那些被吃的

年日要補還我們。只要我們回頭轉向神，神要償還我們曾經浪費

的時間。我們的罪行有如蝗蟲，啃蝕神所給我們豐盛的生命。仇

敵常用各樣的事情，無論是好壞的嗜好或其他事物，來消磨我們

的光陰，分散我們的注意，不能專一的跟隨主。我們當贖回以往

花在沒有價值事物上的時間，專一注視基督；否則，便是屬靈的

「糊塗人」。信徒不可荒廢時間，反要把時間贖回來歸主使用。昨

天已經過去，今天只要回轉向神，神要償還我們曾經浪費的時間。

你願意接受神的祝福，重新開始嗎？ 
 

四. 總結 
我們要愛惜光陰、善用時間，贖回光陰。每一刻光陰都是神所賜

給我們的「機會」，我們應當抓住每一個機會，盡力做好本分，過有

意義的人生。相反，曠廢年日，就算花去十年，神也許只能算一天；

但如果愛惜光陰，可能一日抵上一年（參民十四 34）。在什麼地方跌

倒，就在什麼地方起來。當我們回轉歸向神，棄絕過去的惡行，祂就

會寬恕和接納我們，重新恢復我們在祂裡面豐盛的生命；並要賜恩補

還那些年所損失的，甚至有百倍的收成。我們的生命氣息，能活多少

年，都是在神的手中，不須擔心。感謝神，衪應許我們：「你的日子

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三十三 25）即是無論活的日子有多

久，前面的路如何困難，走到人生甚麼階段，甚麼年紀，神必加給我

們足夠的力量，夠用的恩典。屬靈的生活不是活在明天，乃是活在現

在。但願我們懂得把握今天，抓住神所賜每一時機，用在最有價值的

事上，以免那日懊悔。 □ 梁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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