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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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日) 

12/10 
(一) 

13/10 
(二) 

14/10 
(三) 

15/10 
(四) 

16/10 
(五) 

17/10  
(六) 

徒 21-22 徒 23-24 徒 25-26 徒 27-28 羅 1-2 羅 3-4 羅 5-6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請為著新學年在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記念昨天開始，一

連九次在週六舉行的「伴我啟航」的課程，求主帶領各樣的服事使同

學們更多認識主，早日蒙主拯救。 
二、 請為我們逐步恢復在聚會所聚會的安排禱告，求主保守帶領能順利恢

復各種聚會。 
三、 為過去主日網上福音聚會的跟進工作禱告，求主吸引福音朋友前來參

加慕道班，好讓他們願意更多認識主，蒙主拯救。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求主繼續施恩看顧他們。 

聚會報告 
一、 感謝主！十月三日已開始逐步恢復於聚會所聚會，主日擘餅及信息聚

會同時維持網上直播，個別肢體如身體不適可繼續留在家中，透過網

上直播參與。另外，主日學及其他聚會在恢復時的具體細節安排將會

由相關服事同工另行通知。 
二、 聚會所內將加強防疫措施：進入會所時需探熱及洗手；離開時也請洗

手；座位行距加寬；聚會期間弟兄姊妹必須帶上口罩覆蓋口鼻；除個

別服事肢體外，聚會結束後應儘快離開。請繼續同心仰望主，求主保

守帶領我們能順利恢復各種聚會正常在聚會所進行！ 
三、 下主日(十月十八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有在網上的事奉交通聚會，請各

崗位服事的同工依時登入。 
四、 下主日(十月十八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在紅磡世界殯儀館，有魏楊淑薇姊

妹的父親楊運生弟兄的安息聚會，請弟兄姊妹禱告記念當天的聚會。 
五、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路加福音第三章 
六、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暫停）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二) 7  詩歌：424 
經文：馬可福音 1:21-2:12 

 

感謝主，讓我們再能實體的聚會在一起。願主將祂同在的豐滿再賞給我

們。靠着主的恩典，我們繼續從馬可福音裏來看我們的主，祂成了肉身來到這

地上，如何在祂神兒子的生命中來作僕人照着神的旨意服事人。叫我們在教會

所訂的這主題「常常竭力多作主工」下，從主身上來學習怎樣作主的工，怎樣

服事。 

 

一、 耶穌言行的權柄： 

承第16-20節所記，主在加利利海邊呼召了西門和安得烈，並雅各與約翰這
兩對兄弟後，主就帶着他們到了迦百農。安息日，耶穌就在會堂教導人，期間

有一被鬼附的吶喊說：「拿撒勒人耶穌，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你來滅我們嗎？

我知道你是誰，乃是神的聖者。」主就責備牠，並吩咐牠從那人身上出去。接

着他們離開會堂，就到了西門的家。西門的岳母正害熱病躺着，有人告訴耶穌，

祂就進前扶她起來，熱就退了，她就服事他們。之後到了加利利，有一個長了

大痲瘋的來求祂潔淨，主就治好了他。過了些日子，耶穌再到迦百農，有四個

人抬着一個癱子，拆了房頂縋到主面前，主看見那幾個人的信心，就對癱子說：

小子，你的罪赦了，並吩咐他拿起褥子起來行走，那人立時就起來行走了。這

些都是我們熟識的故事，但在讀所記載的內容，我們若稍留意，就要看見其中

聖靈特別要我們注意的，就是我們的主祂的權柄。祂在會堂裏教導人，經上說：

「眾人很希奇祂的教訓；因為祂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文士」；祂

吩咐污鬼從那被附的人身上出去，「眾人都驚訝，…祂用權柄吩咐污鬼，連污
鬼也聽從了祂」；「祂說：我肯，你潔淨了吧」，那長大痲瘋的即時就得潔淨

了；祂對那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了，拿起你的褥子起來行走，那人立時就起

來行走了。對於西門的岳母的熱病，我們若看路加福音的記載，主是斥責那熱

病，那熱病就從西門的岳母身上退去了（4:39）。聖靈為何要突顯耶穌的權柄？
不錯，我們的主祂是來作僕人的，但不要忘記，祂乃是神的兒子（1:1）。祂是
有別於所有神所召的僕人的。因為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是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的（來1:3）。再者，祂來傳神國的福音，這福音
是個甚麼的福音？故然，這是神恩惠的福音，但同時也是神國度的福音，是叫

人看見神的國的治權、王權的。特別是對付撒旦，對付陰府的權勢。所以當主

使那被鬼附，又瞎又啞的人得看見聽見後，法利賽人說祂是靠鬼王別西卜趕

鬼，主就對他們說：「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太

12:28）。 

 

二、 權柄乃為服事人： 

不錯，我們的主確有權柄，但祂卻不是以祂的權柄來要人服事祂。相反地，

祂是以祂的權柄來服事人。因為祂說：「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

要服事人」。無疑，一個作主工的人，的確具有神所賜予的權柄。我們看見，

當主打發祂的門徒出去作工，傳神國的福音時，主是賜給他們權柄，制伏污鬼，

醫治各樣的病症（6:7；太 10:1,7）。但是，對於權柄，主也給他們清晰的教導。
我們不要以為這些門徒，從主得了治病趕鬼的權柄，他們就滿意了。不！他們

是一直在思想且爭論在他們中間誰是最大，最有權柄的。所以到了時候，主就

叫他們來，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有大臣

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

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並且更說：「因為

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給他們看見，那最有權柄的，卻是最放下自己來作服事人的。主並且給他們作

了彼此服事的榜樣（約 13:12-17）。所以，我們才看見主在祂的權柄裏顯出了
祂對人服事的恩慈。祂的教導帶着權柄，但同時滿了恩典（路 4:22）。祂斥責
西門岳母身上的熱病，但馬可在這裏更給我們看見，祂進前拉着她的手，扶她

起來。哦！我們的主服事人是何等的柔細。祂對那長大痲瘋的也是一樣，祂說

我肯那人就已潔淨了，但祂卻伸手摸他，顯出了祂那恩慈的心。按着摩西的律

法，一個患大痲瘋的，是必須被隔離獨居營外，且要蓬頭散髮喊叫說，不潔淨

了，使人不要靠近免得不潔。這樣的人可想而知心靈何等痛苦灰心，但主體會

這人，動了慈心伸手摸他，叫這人不只身體得潔淨，心靈也得醫治。主對那癱

子亦然，祂不只因抬他來的朋友的信心醫治他，祂也體恤他受罪捆鎖的痛苦，

所以對他說：小子你的罪赦了，就釋放他使之能得勝捆挷起來行走。今天，我

們作主的工服事主，需要的不是只是能力，更是主的心腸。但願我們能像作詩

人向主的禱告：「哦，我要像祢，可愛的救主，像祢那樣的柔細，寬恕又憐憫，

仁愛良善，幫助孤單的，勉勵灰心的…」（詩歌 424首）。 

 

三、 按神引導而服事：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裏禱告」。這

給我們看見，作為僕人，我們的主所需要的就是時常與神親近，對神倚靠，也

尋求明白神的旨意。當西門和同伴找着主對祂說，眾人都找你。耶穌就對他們

說：「我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我也好在那裏傳道，因為我是為這

事出來的。」主並非不體恤人的需要，祂往加利利之後還是再到迦百農去，但

那一刻，祂知道不是神的時間。正如約翰福音所記，主說：「子憑着自己不能

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才能作」（5:19）。祂的作工不是隨祂的意思，
也不是因環境的需要，乃是按神的旨意、引導。這也是我們要作主的工，在服

事上時刻所當學習的。再者，主也給我們看見，祂為僕人正如先知書上所說：

「祂不爭競，不喧嚷，街上也沒有人聽見祂的聲音」（太12:19）。所以祂吩咐
那長大痲瘋的不要宣揚。可惜那人出去倒說了許多的話，使得主的工作受阻礙

了。這正是主作僕人常與我們不同之處，實在是我們當儆醒的地方。願主恩待

我們，叫我們更多效法主的樣式來服事神，作主的工。 

□ 黃漢先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10月 11日 
教會的本質－基督的身體 

我們不能說教會是蒙恩的人的大集合，因為我們裡面基督的生命雖
然集合了，卻帶著我們的天然、肉體、自己。帶著這些原來的舊人
聚集在一起，那教會必定有許多瑕疵，有許多班點和許多不完全，
亦有許多問題發生。但是教會在神面前是榮耀的，保羅說：「就如身
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
是這樣。」（林前十二 12）神所看見的教會就是基督，不是我們的大
集合。凡在基督之外的，都要經過十字架的處理，這樣，留下的乃
是那基督。所以每一個蒙恩的人，需要被神對付、琢磨、訓練，被
模成基督，才可作基督的配偶。 

 
10月 12日 
教會的建造－基督的工作 

耶穌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太十六 18）「那座
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來十一 10）教會的建造不
在我們手裡，乃在主手裡。只有主自己能建造教會，只有聖靈能建
造教會，我們可能被神使用一下，但是實際建造的不是我們。因為
神要把祂的教會賜給祂的兒子，作祂永遠的同伴，這是那樣的聖潔、
榮耀和完美的，因此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來建造她。如果有人說他
在建造教會，他建造的不是教會，而是巴別塔。我們都是神手中的
工作，我們是讓祂先在我們裡面工作，然後祂要從我們裡面做出祂
自己所要做的工。 

 
10月 13日 
神建造教會的方法 

主先在耶路撒冷選召了一班人，在五旬節那天，聖靈將那班人浸成
一個身體，他們就在那裡起來為主作見證；然後，「主將得救的人天
天加給他們。」（徒二 47；原文是「神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給祂自己。」）
那時信主的人可能有一兩萬，他們聚集在一起，主用逼迫將他們分
散各地；他們到了各地，就把主的福音帶到各地。這樣，教會在一
個地方一個地方地建造起來。兩千年來，主一直在建造，福音傳到

那裡，那裡就有教會被建立起來，為主作見證。主說：「無論在哪裡，
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以基督為元首），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代表身體）。」（太十八 20） 

 
10月 14日 
宇宙性的教會 

主建造教會的方法不是抽象的，是從地方的路來建造的。在啟示錄
第二、三章，主像大祭司，在七個金燈台（亞西亞七個地方性教會）
中間行走。祂在那裡建造教會，在那裡光照、說話、見證，啟示祂
自己，叫我們悔改。到了啟示錄末後兩章，再看不見地方性的教會，
只看見一個新耶路撒冷，從天降到新天新地上，滿有神的榮耀；這
就是宇宙性的教會。教會只有一個，因為頭只有一個；基督是頭，
教會是祂的身體。這個教會就著宇宙性來說，從第一個蒙恩得救的
人，一直到主回來迎接祂自己新婦的時候，最末後一個得救的人，
都在教會裡；是神要得著的配偶。 

 
10月 15日 
教會的使命－高舉基督，榮耀基督 

在會幕裡只有金燈台和施恩的寶座是金的，其他的東西都是用木包
上金。啟示錄說，教會是金燈台；故此我們所有天然的（木所代表）
都得除掉。此外，我們要注意，燈台只不過是一個器皿；我們不能
把教會當作一個目的，教會不是目的，乃是為著基督，基督才是目
的。燈台是為著把光提高，叫光能照亮人。教會的目的乃是高舉基
督，基督是那個光。教會的使命，教會的建立和工作，乃是高舉基
督。「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好像明光照耀。」
（腓二 15）那光不是我們，乃是主。教會是神的工具，不以自己為
目的，目的乃是基督得著高舉。 

 
10月 16日 
教會的生活 

今天在教會中服事，我們多注意教會的活動，有許多各式各樣的活
動；卻不注意教會的生活。教會的生活是活出基督，因為身體為著
彰顯基督。具體來說；教會的生活是：「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
交接、擘餅、祈禱。」（徒二 42）使徒的教訓是從主領受的，不能有
新的發明；真理的中心只有一個，就是基督。交通是與父、與子交
通（約壹一 3）；因為基督是交通的內容，所以我們要彼此交通，彼
此接納。交通特別顯在擘餅和祈禱上。在擘餅時，我們是與主相遇，
也是與神的眾兒女相聚。教會同心禱告也是這樣，這樣的教會生活，
叫我們活出基督身體的生命。 



 
10月 17日 
神的工作只有一個，我們是做父與子的工作 

主說：「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作神的工。」（約六 29）人的觀念是
說，作神的工是要做許多事；但神的觀念是，作神的工就是要信祂
所差來的基督。換句話說，不是我們去做，而是神作工。父作的工
就是要我們相信祂的兒子，叫祂的兒子在我們身上作萬有的主。我
們因著信祂的兒子，讓祂的兒子充滿我們，成為我們的一體，在我
們身上得著完全的地位，得著祂的榮耀，我們能被模成祂的形像；
我們能長大成人，滿有基督的身量。今天在地上作祂的身體，身體
長大，祂回來時作祂的新婦，這一個就是神的工作。若我們脫離這
個來工作，在神面前就不被記念。 

 
 

慕道與初信問題解答 18 (續 14) 

問： 青特「經卷預習冊」，中「助讀腓立比書的一點問題」。三、
「事實」裏的第#(24)—甚麼是「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
功夫」？這是否與我們的信仰有矛盾？ (2:12)？ 

 

 答：前一段經文聖靈藉保羅論到主耶穌的順服，本段是勸勉腓立比
信徒應當順服。          

       保羅說：「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可見
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們在順服的功課上是已有相當好的學習。他
們實在是顯出了基督生命的美麗，不是一次或兩次的順服，而是常
順服。但雖然如此，這仍不表示他們就已足夠了，可以畢業了。不！
他們還必須更加長進。所以保羅接着勸勉說：「不但我在你們那裏，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裏，更是順服的」。有的譯本翻作「不但像我
和你們同在時那樣，就是如今我和你們不同在時、你們也更應當聽
從」。他們順服或聽從的是甚麼？從上下文看顯然保羅所說的重點，
是指他們對聖靈藉着他所教導的真理，而不是他本人。換言之，他
們的常順服乃是在主的話上。今天，我們是否也這樣的學習？主的
話，是只在我們的頭腦知識上，還是在我們的生活表現中？是否我
們也是常順服？接着保羅說：「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功夫」。
這是甚麼意思？若單從這一小句看，我們會覺得說，我們的得救不

是因着信嗎？為甚麼說要作成得救的功夫，好像還要憑我們的努
力？ 

        這所說的「恐懼戰兢」，保羅在其他書信中也有類似的話，例如：
林前 2章 3節，保羅對哥林多人說：「我在你們那裏，又軟弱、又懼
怕、又甚戰兢」；林後 7章 15節，他提到他的同工提多說：「並且提
多想起你們眾人的順服，是怎樣恐懼戰兢的接待他，他愛你們的心
腸就越發熱了」。這樣的話乃是指他或者提多，都是十分謹慎鄭重的
意思。所以在這裏保羅勸勉他們要「恐懼戰兢」，也就是勸勉他們要
小心謹慎，不要鬆懈。好活出神的救恩。「作成你們得救的功夫」，
這並不是說，藉着順服使他們得救，他們都是已經得救的了，並且
得救也不是靠着人的行為，靠着所作的去得着的。這話照着原來的
意思乃是說「把你們的救恩活出來」。所以中文新舊庫譯本就翻作「活
出你們的救恩」。不錯，救恩的得着，是神的工作，是祂在我們生命
中所作成的，但我們蒙了神的恩典，得着了這救恩，卻應當讓這救
恩，活出在我們生活的實際裏。我們當讓神的話著聖靈在我們心中
作工，「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
美意」，使我們順服聖靈的引導，在生活中活出這救恩的實際，讓基
督豐盛的生命，更多從我們身上活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