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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路加福音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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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團契：肢體相交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自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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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經 概 論 班：先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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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年 查 經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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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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 (日) 19/10 (一) 20/10 (二) 21/10 (三) 22/10 (四) 23/10 (五) 24/10 (六) 
羅 7-8 羅 9-10 羅 11-12 羅 13-14 羅 15-16 林前 1-2 林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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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已開

始，一連九次在週六舉行的「伴我啟航」的課程，另外，本週五（10
月 23 日）開始學校的團契（生命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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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過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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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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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二時三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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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七時三十分在紅磡世界殯儀館三樓明德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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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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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安息 詩歌 210首、詩集 198首 

經文：來四 10；啟廿一 51-5、9-12、14、22-24、26；啟廿二 1-5 

 
神工作的成果就是安息 

創世記第二章告訴我們， 神作完一切的工，就安息了；所以，安息

是 神工作的成果。希伯來書讓我們認識，要進入安息，就要放下自己的

工作，享受 神工作的成果。 
 

神工作的兩大範圍 

關於 神的工作，聖經讓我們知道有兩大範圍，就是舊造和新造。舊

造包含在我們現在生活中原有的天地裏，啟示錄二十一章稱為「先前的天

地」。新造包含在啟示錄所描述的新天新地裏。 
 

神舊造的工作 

希伯來書四章 3節說：「……其實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成全了。」
這說明 神舊造的工作老早已經完成，所以 神歇下祂的工安息了。 

 

神新造的工作 

但 神新造的工作卻是從創世以前已經開始，並且一直的作，所以主

耶穌在地上時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約五 17） 
 

神新造的工作終結在新天新地 

神新造的工作，到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說「成了！」，是達到階段性的完

成。只有到新天新地出現， 神才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都

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啟廿一 5-6）這表
明 神新造的工作是終結在新天新地裏。 

 

新天新地是永遠安息的所在 

新天新地是 神新造工作的完成，是直到永遠的；所以新天新地也就

是永遠安息的所在。 
 

聖城新耶路撒冷是新天新地的中心／焦點 

新天新地究竟是如何的光景，啟示錄沒有詳細描述，卻集中說到聖城

新耶路撒冷；所以聖城新耶路撒冷是新天新地的中心，也是新天新地的焦

點所在。 
 

聖城新耶路撒冷是永遠安息的實現 

當聖城新耶路撒冷降臨， 神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

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 神

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

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廿一 3-4）榮耀宏大的聖城新耶路撒冷對 神來

說是帳幕，因為 神太偉大了；但對我們來說，這城是我們永遠安息的實

現，因為 神親自與我們同在，祂要擦去我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聖城新耶路撒冷的門與牆的根基 

啟廿一 

12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
二個支派的名字。 

14 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聖城新耶路撒冷的十二城門，上面寫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十二

城牆的根基寫着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這些代表新舊約所有蒙恩的人，亦

表明聖城新耶路撒冷是每一個蒙恩的人永遠安息的份，沒有一人被遺漏的。 
 

聖城新耶路撒冷是新婦——羔羊的妻 

啟廿一 

9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

這裡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 神那裡、從天

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天使說聖城新耶路撒冷是新婦、羔羊的妻。舊造的世界從亞當、夏娃

這對夫婦的家庭開始，新天新地則是從羔羊和羔羊的妻開始，這是 神的

家豐滿的彰顯，我們在其中享受真正家的安息。 
 

聖城新耶路撒冷與國度 

啟廿一 

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

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 

在聖城新耶路撒冷裏，我們都要作 神的子民，這是國度的意義， 神

的國在這裡有豐滿完整的實現。 
 

聖城新耶路撒冷與列國 

聖城新耶路撒冷外有列國，他們不再紛爭相鬥，而是在聖城的光中行

走，將榮耀、尊貴歸與聖城（參啟廿一 24、26）；人在其中就進入國度的
安息裏。 

 

聖城新耶路撒冷裏君尊的祭司 

最後，在聖城新耶路撒冷裏，我們都要作僕人（君尊的祭司）事奉 神

（參啟廿二 3、5），寶座出來生命水的河與生命樹作我們事奉的供應（參啟
廿二 1-2）。這樣，我們雖然永遠的事奉，但不必靠自己的力量，乃是在安
息中，完全靠 神的供應來事奉。 

□馮貴滿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

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
德召我們的主。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
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

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
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
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
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
加上愛眾人的心。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人若沒有這幾樣，
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所以弟
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
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
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彼後 1:3-11) 

我們蒙主救贖，不單只罪得赦免，並且我們乃是從神生的，得著了
神兒子的生命，因此，我們得救以後，神盼望我們的生命能不斷成

長，叫神的性情能從我們身上彰顯出來。彼得鼓勵我們不要停在僅
僅得救就滿足，有了「信心」，就是我們因信主耶穌而重生的人，要
叫裡面的新生命成長，在我們的行事為人上顯出來，這就是從新生
命活出來的「德行」。 

有了德行，還要加上「知識」，我們並不是第一世紀的基督徒，在過
去二千年教會歷史中，神把許多聖經的亮光和屬靈經歷賜給了如同
雲彩的見證人，他們把這些寶貴的認識記錄下來，就是許多關於聖
經的著作和屬靈書籍存留給我們，前面的弟兄曾說：「教會屬靈光景

的貧窮，許多時候都是因為弟兄姊妹沒有好好查考聖經和閱讀屬靈
書籍」，因此有了德行，還要殷勤追求，才能對神的話語、神的旨意
和屬靈真理有更深更全面的認識。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忍耐、虔敬（godliness 像神）、愛弟兄
的心和愛（神的愛）」，這些都是神自己的性情和生命，「加上」（G2023）
這個詞在原文有「培養、助長」的意思，就是說把生命裡面的潛能
發展出來，我們本來只有亞當的生命，無論怎樣殷勤都不可能生出

這些神的性情，但今天在我們裡面的新生命，是從神來的，只要我
們切實的殷勤學習和追求，神的性情必定會更多加增在我們身上。 

主回來的日子近了，過去一些社會事件和疫情充斥了我們不少心思

和精神，但更重要的卻反而忘記了，就是要好好預備自己，等候主
的再來。到那日，能夠豐富進入主國度的人，是那些滿有基督生命
性情的人。但願在主回來之前這段不多的日子，我們能更加殷勤學
習和追求，使我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不失腳，一同豐豐
富富的進入我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阿們！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10月 18日 
工作是為了教會，工作不能代替教會 

今天在地上一個普遍的錯誤，就是把工作來代替教會；以工作為目
的，而不是以工作來建造教會。神所要得著的是教會，是基督的身
體、羔羊的配偶，工作不過是為著要達到神這個目的。從使徒行傳，
神的使徒自耶路撒冷至各地的工作，或彼得或保羅，都不是為著建
造自己的工作，不是為著建造自己的地盤；他們都是為著建造神的
家、神的教會。他們把人帶到神的家中，不是帶到自己的工作裡。
保羅到處建立教會，但是教會不是屬於保羅的，是屬於神的；所以
後來的其他使徒、教師、眾執事，都能在保羅所立的根基上面。總
要記住：工作是為著教會的。 

 
10月 19日 
教會屬於主，人不能支配教會 

我們若不認識教會是屬於主的，就會像哥林多教會一樣，有人說我
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甚至有人說我是特
別屬基督的。保羅回答他們說：「基督是分開的麼？保羅為你們釘了
十字架麼？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麼？」（林前一 13）保羅不承認
神用他做的工作，就變成他的教會；反而提醒他們，教會是屬於基
督的。保羅又對他們說，我們事奉主的人－保羅、磯法、亞波羅，
都是屬於你們的；你們是屬於主的。使徒們所有的工作都是為著教
會，不是為著建立自己的工作；沒有一個人能說：這是我工作的結
果，所以這個教會是屬於我的。 



10月 20日 
工作和教會的關係 

神愛教會，祂要教會得著全備的供應，所以祂用各種各樣的恩賜，
藉眾執事來栽培教會；這就是工作和教會的關係。二者是有分別，
但不能分開；教會要接受神的眾執事的供應。哥林多教會是神藉保
羅所設立的，應當接受保羅的執事，也當接受其他的執事，但哥林
多教會不承認保羅是使徒，拒絕保羅的供應；因為他們在教會與工
作的關係上出了問題。但是，保羅卻不因為哥林多教會是他所設立
的，所以對於哥林多教會就有絕對的權柄。因為無論那一個執事，
就是保羅也都不是全備的，所以，教會要接受神的眾執事的服事，
叫神的豐富賜給教會。 

 
10月 21日 
工作為要成全信徒 

主復活升天後，特別把四種人賜給祂的教會，就是使徒、先知、傳
福音的、牧師和教師；他們都是用神的話來供應教會，成全聖徒（參
弗四 11-12）。「成全」有兩個意思，一個是藉神話語的供應，叫他
們在生命上長大成熟。另一個意思是幫助他們，栽培他們，叫他們
能運用神給他們的恩賜。因為他們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每一個肢
體都有神照祂的恩典給他一份恩賜；這一份恩賜藉神的執事在那裡
栽培、幫助，叫他們所領受的恩賜都能顯明出來，並有機會發揮出
來。當聖徒被成全的時候，聖徒自己起來各盡其職，基督的這個身
體就顯明出來了。 

 
10月 22日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太廿四 45） 

每一個屬主的人，就著生命來說都是神的兒女；但就著事奉來說，
都是神的僕人。僕人並非指普通的傭人、工人，乃是指賣身的奴隸。
普通的僕人有自己的身分，有自己的權利和自由；但賣身的奴僕絕
對沒有自己的身分，也沒有自己的地位、權利和自由。古時的奴隸
是屬於主人的，是主人的產業。他活著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服事他
的主人。他不能為自己活，也不能有自己的舉動。他一生所有的生
活、舉動，都是為著服事他的主人。他生死的權柄也都在主人手裡。
我們今日在事奉神的事上，都是神的奴隸。使徒保羅以作神的奴僕
為他的榮耀。 

 
10月 23日 
我們是神的奴僕 

我們要知道自己在神面前事奉的地位，是一個奴僕。許多時候，我

們在事奉上忘記了自己的地位，忘記了自己是沒有權利的人，是個
不能憑自己作甚麼，也不能為自己作甚麼的奴隸。我們以為自己在
事奉神的事上有很大的自由，以致意見很多，就憑自己的意思來事
奉神；又在事奉上爭自己的權利。舊約有一種愛的奴僕，他說：「我
愛我的主，不願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帶他到審判官那裡，
又要帶他到門前，靠近門框，用錐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遠服事主
人（出廿一 6）。我們在事奉上若有這個認識，是基督愛的奴僕，在
事奉上的大部分問題就都能解決了。 

 
10月 24日 
僕人為主人所派 

僕人一切的工作都是主人所定的，他不能有自己的揀選說，我要做
這一件；或推卻主人指派他認為不合他身分的工作。在事奉上，不
是人分派我們，乃是神分派我們。在事奉上，我們不是與人發生關
係，乃是與主發生關係。若是人分派，我們的事奉會討人的喜悅，
並且容易在事奉上軟弱、跌倒。今日在神家中的事奉，是主所分派
的，我們乃是與主發生關係；神把我們放在祂的家中，聖靈就隨著
自己的意思賜給我們各樣的恩典。主就是這樣分派我們，我們就是
運用神所賜的恩賜在神的家中有服事。主分派我們的工作，不管事
的大或小、高或低，都同樣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