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

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馬可福音第十三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主題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合團   

5：00 pm 
喜 樂 團：書籍分享 (2) - 主工人的性格  

仁 愛 團：生活組  

 

 

 

主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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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的確據  

成 年 慕 道 班：查經：路加福音（十二）  

信徒造就信仰組：等候主再來  

信徒造就生活組：查經  

專    題    班：作大丈夫（ 2019）  

聖 經 概 論 班：新 約 － 使 徒 行 傳 及 保 羅 書 信（ I）加 拉 太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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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日） 9/12（一） 10/12（二） 11/12（三） 12/12（四） 13/12（五） 14/12（六） 

詩 1-2 詩 3-4 詩 5-6 詩 7-8 詩 9-10 詩 11-12 詩 13-14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請繼續為香港禱告，求主讓人的心轉向主，得著真平安，並保守神的兒女合

而為一的心。 

二、 請繼續為著於在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特別為著本月廿六至廿八

日的學生福音營禱告，求主吸引更多學生參加，並能藉這營蒙主拯救，也為

著各項服事擺上禱告。 

三、 記念印度的福音事工，主若願意，一行七人的福音探訪小組將於本月二十日

出發，探訪林惜雲及奧斯汀夫婦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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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十二月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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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有交通及跟進聚會與教會的事務，請各崗位服事的同

工依時出席；第二段時間有成人主日學的服事交通，請成主各服事同工注意

出席。 

二、 明年的青年特別聚會將於八月二日至六日(主日至週四)在烏溪沙青年新村舉

行，題目：「超越的生命 — 鳥瞰腓立比書」，請為聚會禱告，並預備時間

參加，詳情請參閱教會佈告板。 

三、 明年一月三十一日（週五）至二月二日（主日）在台南有二零二零年基督徒

特別聚會，詳情請參閱教會佈告板。 

四、 十二月中將有肢體往印度探望林惜雲及奧斯汀夫婦並關心當地的福音事工

（詳情可參閱福音組佈告板的海外來鴻）。有負擔為印度事工奉獻的肢體可

以把款項包好，信封註明為印度事工用，最遲於下主日（十二月十五日）把

奉獻投進奉獻箱，以便探望的肢體帶往印度。 

五、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馬可福音第十三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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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工的人（六）–是愛慕主的人  詩歌：271 首 

經文：提後 4：6-22 
 

作主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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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麽都沒有）的。」

（林前 15：58）我們應當常常將自己擺在主的工作中；我們的任何時間、

力量都應該是用來作主的工。若不然我們所做的，在主面前就是徒然，

甚麽都沒有！保羅寫提摩太後書時，環境非常艱難、嚴峻，甚至將會被

處死；教會正處於極大的危機中，主耶穌的見證怎樣可以延續下去呢？

保羅用自己的經歷勸勉提摩太，盼望他也能走完他要走的路程。今天這

個世界也被撒但欺騙、破壞，落在彎曲悖謬黑暗裡；深信這些話對我們

也是很重要的勸勉。 

 

保羅喜樂地宣告他已走完全程 

得著公義冠冕 

我們從「提摩太後書」第四章裏看到一個作主工的人的結局。好多

的人看一個這樣跟隨主的人，他們的路是非常艱難；許多的事都可以叫

人擔重擔。感謝讚美神，祂從來沒有應許我們說，祂的道路是容易走的，

但祂卻確實給我們看到祂的道路是可以走上去的。現在保羅走到他最末

了的日子，如果我們要算算保羅身上所經歷的痕跡，我們用遍身傷痕來

形容也不過份。現在他看見自己的路彷彿到了盡頭，他說「我現在被澆

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但他裏面沒有黑暗、沒有憂傷，而是有一個

非常的喜樂，是什麼的喜樂呢？他看到神在他身上作的安排，他都沒有

徒然經過，他很喜樂他能走完他的路程。因為他：「那美好的仗我已經

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並且很有

把握地說：「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

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保羅是一個愛慕主顯現的人，你看到他是毫

無保留地擺上他自己，單單是為著神那榮耀旨意得完成。我們每個人都

有神要我們要走的路程，我們能否走得完那路程，要視乎我們是否一個

愛慕主顯現的人，若能走完，我們也可以得著公義的冠冕。 

 

打過美好的仗 

弟兄姐妹，我們是怕在神面前白佔地土，怕在神面前天天浪費恩典。

感謝神，保羅在這裏非常清楚地說出，他沒有浪費主的恩典，也沒有浪

費主給他的年日。他所走過的路，所接受的爭戰，完全是連接在神永遠

的旨意裏，所以他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美是美在這個仗是

與神的旨意聯接在一起。這個爭戰不單是美，而且是好，好在這爭戰是

完全神自己負責，神自己作供應，也是神自己顯明得勝。我們留意到聖

經裏說的爭戰，不管在地上發生的，或者靈界裏發生的，我們都看到一

件事，得勝不在乎人這方面，得勝的根據乃是在神自己。所以整個仗打

下來的時候，保羅就說那實在是美好。我們也是天天在面對這個屬靈的

爭戰，但問題就在我們爭戰的目的是否明確，爭戰的能力供應是否準

確。如果我們不能抓緊神的一切就是我們的一切，那我們就不是在這一

場美好的仗裏站在神那邊。但是要打仗實在是不容易，撒但必定有很多

攻擊，想我們懼怕就退縮。 

 

所以我們要學著保羅其中的四個打仗的要訣： 

 

1. 要倚靠神的話（提後 4：13） 

「…你來的時候…那些書也要帶來，更要緊的是那些皮卷。」 

你看到保羅非常留意讀一些書。什麼書呢？這裏沒有說，但能想像

得到，保羅所看重的會是什麼書呢？我們可以說是屬靈的書，但在保羅

裏面最看重的是那些皮卷。就是聖經。這裏所指的當然是舊約聖經，猶

太人把聖經寫在羊皮上，所以說是皮卷。你就可以看到保羅心裏最看重

的是些什麼？都是神的心意和神自己的話，在神的話中繼續等候仰望神

啟示的亮光。主耶穌面對撒但的試探時也是用經上的話擊退牠。所以我

們要打勝仗，就要好好讀聖經，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又能抵擋魔鬼的

詭計和攻擊。 

 

2. 防備敵擋的人（提後 4：14-15） 

另外，有些稱為弟兄的，現在反過來去踐踏保羅，這裏提到銅匠亞

歷山大。以前已經提過這個人，這是教會內部的一些難處，這些難處完

全是人背棄真理所帶來的。這個銅匠亞歷山大一直說復活的事情已過，

他說甚至根本沒有復活的事，這是教會持守真道的問題。我們也曉得在

當時的教會裏已經出現不少的異端。這些事情的出現，也叫保羅心裏難

受，從這些字裏行間也能看到，這些傳異端的人，他們巴不得把保羅除

掉，因為保羅站在那裏，他們傳的異端就給阻擋了。今天我們也要防備

敵擋的人，就是一些假弟兄、假先知、異端邪說、新派神學、成功神學、

新紀元運動等等。怎樣防備？也是離不開神的話，惟有認識真理才能分

辨假道理。 



3. 主必在旁加力（提後 4：6-8） 

「惟有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力量。」主在我旁邊，沒有什麼難處

是我不能脫離的；主站在我旁邊，我服事主的事也不受打擾。保羅好像

在說，「我雖然進到獅子的口，神曾經把我救出來。既然過去祂這樣救

我，餘下的日子，祂還要繼續救我脫離這樣的凶險。就算祂不救我脫離

地上的凶險。祂必定救我進入祂的天國。」從人的眼中看來，保羅死了。

但在保羅的心思裏，我是進入天國去了。這個進天國是指著第二章裏說

的，與主一同作王，進入主的榮耀。感謝讚美主，這是基督耶穌的精兵，

這是一個走在十字架路上的人，他走到人的盡頭時，他是將榮耀給神。

所以我深信，當我們落在難處、逼迫時，主也是會站在我們旁邊，加給

我們力量，使我們能面對那些患難。 

 

4. 穿戴神賜軍裝（弗 6：11-18） 

有一事要知道，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我們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好在磨難的日子

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穩了，用真

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

路的鞋穿在腳上。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

火箭；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靠著聖靈，

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跑盡當跑的路 

當跑的路他也跑盡了。什麼叫當跑的路？那就是神定規讓他走的

路。他走過許許多多的路，但沒有一次他走的路是出於他自己。主要他

走的路，沒有一條他沒有走上去的。主不要他走的路，他也實在不甘心

走上去。所以他能坦然地說，他當跑的路也跑盡了。因他堅定只走主的

路：「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

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徒 20：24）這就是保

羅的心意。但不是人人都可以跑到最後。「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

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底馬不是一個普通的同工，也不是剛剛

出來服事的同工。這件事很叫保羅的心靈受傷，他是去了帖撒羅尼迦做

買賣，他不再服事主了。感謝主，保羅在這條路上仍有很多同工。就是

從前曾經離開保羅的馬可，相信因著主的大愛的激勵，再次與他們同

工。盼望我們也因著主的大愛的激勵，願意跑盡我們當跑的路。 

 

守住所信的道 

「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

心，常常守著。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

牢牢地守著。」（提後 1：13-14）保羅守住了所信的道，剛才說他滿身

都是傷痕，那些傷痕從那裏來的呢？就是因著他牢牢地守住主托付給他

的見證。他牢牢地緊守著神給他的啟示，所以就引動撒但對他的攻擊，

也引動人的怒氣在他身上發作。保羅如果要逃避這些，他當然可以，但

他至死忠心地守住了。「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

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後 1：11-12）你若稍

為偏離正路，你就立刻舒服，那你什麼事情都沒有。但保羅看這樣的路

不能走，因為他知道他所持守的乃是主給他的啟示。主既然這樣的給他

啟示，他只能作一件事，怎樣也必須謹守主托付的。我們感謝讚美神，

所以當他走到他自己路程的終點的時候，他裏面沒有控告，沒有黑暗，

也沒有一點的愁苦，反而更好像覺得可以被釋放離世了。願主幫助我

們，就是遇到難處、逼迫也不懼怕，守住了所信的道直引路終。 

 

一個作主工的人： 

是主的見證人（提後 1：1-18） 

我們不要以我們主的見證為恥，我們是見證那不能壞的生命。  

是基督的精兵（提後 2：1-13） 

我們要拿起我們該受的那一份來作基督耶穌的精兵。作精兵要專

心、忠心地向著主；按照真理來事奉主；份外地殷勤結果子。 

是無愧的工人（提後 2：14-26） 

作無愧的工人的其中幾件事是：使人回想基督的事；按著正意分解

真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根基立住離開不義。 

是個屬神的人（提後 3：1-17） 

就是末世有危險的日子，要面對屬靈的爭戰，我們要敬虔度日、忍

受逼迫，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是個傳道的人（提後 4：1-5）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

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

做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 

是愛慕主的人（提後 4：6-22） 

我們要打那美好的仗，跑盡當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作個愛慕主

顯現的人。 

 □陳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