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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1/9~ 1/15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1:30 AM 

專題追求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8:30-9:30 PM   王艾东 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邓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下午 4:00-8:0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2010 年 12 月 31 日 Jennifer and  Michelle Lee 在沈明昊弟兄家

受浸歸入主名。 

二、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路加福音第八章。 

三、 下週主日第三堂【聖經知多少】──腓立比書特點和鑰義。 

四、 1 月 30 日詩歌見證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

各方面安排。 

 

 

 

 

 
 

【家訊信息】服事神 
 “服事活的神”（帖前 1：9） 

一、什麼是事奉？ 

假如我們盼望對神的事奉能立刻產生完全的果效，我們對事奉神

的性質必須有一個清楚的認識，這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問什麼是

事奉神，許多人會有許多不同的答案。基督教從她實行的一面來

說，已經形成各種不同形式的工作，並且這些工作都有它們特定

的目標，因為人們對於什麼是基督徒的事奉，已經形成廣泛並普

及的概念，所以我們有必要重新來思考這件事——事奉神的屬天

目的是什麼？ 

1、事奉的目標 

如果我們從整本聖經來查看這個問題，就會發現只有一個包羅萬

有和主宰一切的答案。雖然神的工作可以從許多不同的方面進

行，但是祂工作的目標只有一個；這個目標決定了一項工作是否

真的是神的工作，也決定了一些奉主的名做的工作到底有沒有永

恆的價值。即使人有最好的存心來服事神，也常常會矢不中的，

失去那神聖的目標。 

這個目標就是基督。概括地說，神的目標就是要叫祂的兒子充滿

萬有，並將萬有充滿在祂兒子裏面。神唯一的目標，就是同時要

在數和質兩方面，將基督帶進來，並使基督的度量增加。我們在

這件事上與神同工，纔是真正服事神。只有當“祂充滿萬有”，“祂

在萬有之上居首位”，“基督是萬有，又在萬有之中”時，這種事奉

纔能滿足神的心。這是一個事實，也是對工作的一個試驗。在舊

約中，每件事都是指向基督，祂隱含在一切事物中。基督的重要

性決定一切。在新約中，這一點是顯然的。一個人悔改得救本身

並不是最終目標，每個初得救的人也都是基督的器皿，每個新生

命的誕生，都是基督進入他裏面，但聖經並沒有仃留在那裏。新

約聖經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在講基督在信徒裏面的增加。這一點

是從個人方面來說的。另一方面，教會作為一個整體，是“基督的

豐滿”。在地方教會中，不僅有個人方面的長進，更是基督團體器

皿的代表。聖靈的工作就是要使基督的豐滿成為一個實際。一切

的爭戰都與這個有關，因為仇敵知道，隨著基督的加增，牠的國

度必然衰弱。一切基督徒的事奉工作是否有果效，最好的試驗就

是它能否增加基督在孙宙中的度量。 

2、事奉的性質 

在這個時代，基督並不是帶著肉身，乃是藉著聖靈在地上。所

以，我們對基督的認識必須是屬靈的，除此以外沒有其他方法。

還有，基督並不是要在這個地上，建立一些東西叫人跟隨，祂乃

是要將祂的子民從世界和萬國中分別出來，在屬靈上完全與祂聯

合。他們的出生是屬靈的（約 3：6），他們的供應是屬靈的（約

6：33），他們對神和祂的事物的認識是屬靈的（林前 2：

9~16），他們身體得救贖是屬靈的（林前 15：35~38）。現在每

件事最重要的就是它屬靈的度量和價值。 

所以我們對神的服事必須是屬靈的。對一項工作的評估，不是憑

眼見，不是憑計算，或是憑天然的感官，乃是看它是否是聖靈完

全純粹的工作。 

使徒時代之後有一個趨勢，差不多都是要把基督教建立成為一個

世界性的系統，這使教會只得到暫時的價值和地位。教會一旦與

這個受咒詛的世界接觸，馬上就產生爭執和分裂。教會只有站在

屬靈的立場上，纔是“一個身體”（見：弗 1 章，4 章）。因著教會

要成就神“永遠的旨意”，所以她的職事必須是屬靈和屬天的，而

不能是名義上的、形式上的或禮儀上的。 

二、事奉的人 

神的工作既然是屬靈的，那麼它就必須由屬靈的人來完成；他們

對於主有多少價值，乃取決於他們屬靈的度量有多大。因此，在

神的心思裏，事奉的人比工作更重要。我們若真的要為著神的旨

意，在神的手中有用處，那麼我們必須受祂對付，叫我們屬靈的

度量不斷地加增。在對神的事奉上，不論是起頭或是長進，都不

是靠我們對基督徒工作的興趣。熱心、野心、魄力或能力，也不

是靠學位或是一切出於我們自己的東西，乃是單單靠我們屬靈的

生命。神也藉著我們所做的工作，來增加我們屬靈的度量。任何

基督徒的工作，若是不能增加做工的人裏面基督的度量，它就不

是真正屬神的事奉，甚至會叫做工的人受虧損。使徒保羅的榜樣

清楚顯明；只有當事奉的人是一個真正屬靈的人，那麼這個屬神

的事奉；纔能夠使真實屬靈的知識和基督的度量有所增長。不論

在聖經以內或聖經以外，都有無數同樣的例子。 

使徒保羅說：“初入教的（或譯作初入門者）不可作監督。”一一

這話若應用在所有在神的事工上負責的人身上——應該可以改正

許多組織化的基督教工作中弱點及弊病。今天許多人生活在重擔

之下，在工作上遭遇許多挫敗，就是因為工人的生命夠不上成熟

的度量，結果產生了許多悲劇。許多時候，魔鬼正是藉著過於沉

重和苛刻的工作，使做工的人本身的屬靈生命不堪負荷，以致神

的工作和神的工人都受到削弱或破壞。事奉的真正價值和果效，

並不是靠傳講的道理、主義、或教訓等帶出來，乃是由做工的人

本身的屬靈生命、能力及度量所決定的。 

正因為如此，在我們的一生中，屬靈的長進是沒有止境的。我們

真正在服事神的工作上有一點價值，那是因為在經歷和認識上，

„我們‟被除去了。若不是親身經歷並認識“祂的僕人都要事奉祂，

也要見祂的面。”（啟 22：3~4），我們屬靈事奉的度量和實質就

無法真正得以擴充，我們的生命也許會陷入迷惑或者成為一個笑

柄。 

現在有一種危險的傾向，就是將神的利益交托在沒有深入認識祂

的人手中，又排斥那些有深度、有經歷的人，以為他們沒有能力

供應年輕一代的需要。新約聖經痛斥這種浮淺的傾向是危害神的

教會的。衡量一個事奉神的人的標准，未必是他信主年日的長

短，但絕對要看他的屬靈程度如何。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兒童服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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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奉的訓練 

因著我們所說關於事奉及事奉的人的話是這麼真實，事奉的訓練

最首要的目的，就是要產生屬靈的弟兄妹妹。當然我們知道，這

原則可應用在以任何方式事奉神的基督徒身上，但是我們在這裏

要來思想，要事奉神的人該有什麼樣的基本訓練。 

1〃他們必須有堅實穩固的聖經知識。這是最基本的，有許多明

顯的理由。但是在給予聖經知識恰當的位置以後，我們必須指

出，僅有聖經的字句是不足夠的。聖經的講解和各書卷的分析，

永遠不能產生基督真正的僕人。事奉訓練最大的需要，乃是叫事

奉神的人對神的話語有屬靈的知識，他們必須得著屬靈的教導及

屬靈的理解，我們必須看見在字句背後的神聖思想。聖經的教導

及學習，必須為教授者和學習者帶來即時屬靈的果效。只有當神

的話語是帶著屬靈的能力而來的時候，纔能叫我們得著益處。 

2〃事奉神的人是在實際的生活中邊學邊做。這個實際的生活，

至少包括兩方面： 

1）我們必須有在神家中的生活，好叫我們能學習節制、忍耐及

同心協力的功課。在無數場合之中，因著人的軟弱和失敗，我們

和別人的肉體常會發動起來——在這些情況中，我們必須認識十

字架。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會遇到試煉——我們必須因此學習

到„交通‟的偉大價值。„基督身體‟之律的實際必須在教會中得以彰

顯。依靠神，彼此擔代、彼此相愛，這些生命的律得以彰顯，就

對付了那些依靠自己、個人主義及分門別類等現象。違背或者遵

孚這些律，將會在我們對主的事奉上，產生死亡與生命。貧乏與

豐滿的分別。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得著基督教的擁護者，乃是要建

造一個屬靈的„身體‟，所以我們必須認識„身體‟的生命、秩序和功

用。 

2）在這個事奉的訓練之中，必須有實際屬靈的彰顯。聚會的生

活就是一個最佳、最直接、有果效的方式。„工人‟的訓練，必須真

實地在基督有機的身體上，與„教會‟生活建立緊密的關系。這個關

系並不是指一個傳道的地方，也不是舉行聚會的地點，乃是體現

在真實的團體生命和互為肢體的建造上。一個職事和他的事奉工

作的產生和發展，必須經過這樣的團體生活，而不是好像從學院

裏出來的技術人員一樣。一個人若沒有經過真實„教會‟的訓練，沒

有從中學習團體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他就絕不應該被容許進入屬

神的事奉當中。神所要的，不是許多為救人靈魂或為事奉而設立

的單位。祂所要的，乃是教會作基督團體的彰顯。所以，若要達

到豐滿的地步，一切都必須建立在這一個根基上。 

總結一下：神是按照祂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所定的永遠旨意來行

作萬事。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是預定來承受„基督的豐滿‟。基

督在個人和團體的彰顯，不是屬地的、暫時的、名義的，也不是

國家的或派系的，而是屬天的、屬靈的、永遠的。教會是基督團

體的代表，完完全全是一個屬靈的東西，她的職事也完全是由她

的屬靈度量決定。（“屬靈”，是出於神的，不是出於人的，即便

是滿有宗教熱誠的人。）雖然有些事物從屬人的角度來看，對于

成全主的僕人，是有一定的價值，但是真正主的僕人，是經過屬

靈的訓練——最為重要的是，對神和祂的兒子有認識，就是透過

神的話和經歷來認識祂。所以事奉神的訓練唯一的目的，就是培

養出有堅強、紮實的屬靈生命，對神有深入的認識，“用各樣的智

慧，把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的弟兄姊妹。── 史百克 

【路加福音第八章】主的事工和比喻 
內容：路加福音第八章 1~25 節描述了我們的主傳道事工時所發

生的五件事。第一件事是主周遊傳道（1~3）。第二件事是主公

開講了撒種的比喻，然後在私底下向門徒加以解釋（4~15）。第

三件事是主以燈的比喻教導遵要讓人看見亮光，因為隱密的事情

要被顯露出來（16~17）。所以要小心聽，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

他，沒有的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奪去（18）。第四件事是主耶穌

母親和弟兄來訪之事，主以此教導遵神之道而行的人就是祂的真

實親屬（19~21）。第五件事是主平靜了風浪（22~25）。 

路加福音第八章 26~56 節，路加記載了我們的主繼續在群眾中

事工時，所發生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在 26~39 節記載了主耶穌

趕鬼入豬群。第二件事是在 43~48 節記載祂醫治患血漏的女人。

第三件事是在 40~42 和 49~56 節記載祂叫睚魯的女兒復活。 

本章 1~21 節是教導我們要用心領受(15 節)、傳揚(17 節)、遵行

(21 節)主的話，而 22~56 節則是教導我們在生活中(危難、鬼魔、

災病、死亡)需要經歷主大能的話。 

鑰節：「那落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孚在誠實、善良的

心裏，並且忍耐著結實。」【路八 15】 

提要：主耶穌講撒種的比喻並親自解釋生命的成長完全是看人怎

樣對待神的話：   

一、 路旁的心──剛硬不肯接受神的話，以致被魔鬼奪去(5，12

節) 。 我們的心田是否整天與屬世的人、事、物隨意交接來

往，被踩得硬如馬路，以致神的話不能存留得住？ 

二、 磐石的心──歡喜領受神的話，卻不容生根(6，13 節。我們

的心田是否是浮淺沒有根，而經不起絲毫的打擊，以致神的

話不能深入？ 

三、 荊棘地的心──神的話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所擠住

(7，14 節)而不能發生功效 。我們的心田是否因生活的繁

忙，心中竟無地可容納，以致神的話不能好好的生長？ 

四、 好土的心──能讓神的話生長且結實百倍(8，15 節) 。我們的

心田是否是『好土』，且心房裏面有充裕的空間，以致讓神

的話深深地往下紮根，向上結果？ 

四種土壤，四種回應；究竟我們的心田是哪一種情形？如果我們

誠實，我們會承認每一天我們的心田都可能會有這四種光景。如

果是這樣，難道讓生命成熟結實的顯出，我們是毫無希望了嗎？

哦！不！千萬不要灰心喪志，因為祂從不停止在我們身上的工

作！我們雖無法改變自己，也不須自我改變，但只要照著我們的

本相不斷地來到主面前（Give yourself to God, Just as you are.），

祂能挖去我們心中的石頭、剛硬、不服，拔除荊棘，使我們心中

的荒地變成良田。 

默想：本章 有九 次提到「聽」。我們是否用心領受(15 節)、傳揚

(17 節)、遵行(21 節)主的話？ 

禱告：親愛的主，我們願作有耳可聽的人，讓你的話在我們心中

結實累累。 

【你永不會後悔  You Will Never Be Sorry】 
※ 過一個聖潔的生活. For living a pure life. 

※ 獻上你的最好. For doing your level best. 

※ 先聽再下結論. For hearing before judging. 

※ 先想再說. For thinking before speaking. 

※ 培養純潔的思想.For harboring clean thought. 

※ 拒聽閒話. For stopping your ears to gossip.  

※ 對敵人大方. For being generous to an enemy. 

※ 堅持原則.For standing by your principle.  

※ 錯了,請求原諒. For asking pardon when in error.  

──摘錄飛揚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