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五年二月八日                           主日周刊                                15/06 
   (下午四点半)                       今年主题 :爱主的教会 
    上主在祂的圣殿中上主在祂的圣殿中上主在祂的圣殿中上主在祂的圣殿中    

上主今在祂的圣殿中,（2x） 

万国的人当肃静， 

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 

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 

阿们。 
 
荣耀颂荣耀颂荣耀颂荣耀颂    

但愿荣耀愿荣耀归于 

父、子、圣灵， 

父、子、圣灵， 

起初这样现在这样， 

以后永远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阿们。 
 
三一颂三一颂三一颂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 

世上万民都当颂扬， 

天使天军赞美主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阿们。 
 
愿主赐福看顾你愿主赐福看顾你愿主赐福看顾你愿主赐福看顾你 

愿主赐福看顾你， 

愿主向你仰脸赐福与你； 

赐你平安，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使祂脸光照你， 

赐恩与你，保护你，保护你； 

愿主保护你，赐恩与你。 

阿们。 

主日崇拜程序主日崇拜程序主日崇拜程序主日崇拜程序 

讲员：黄志良传道      主席：邹剑钜弟兄

司琴：柯倩敏姐妹      领唱：黄师母 

会前唱诗 ****  
序乐轻唱 上主在祂的圣殿中 
宣召 **** 
唱诗 赞(17)  主手所造   
祈祷 **** 
荣耀颂 荣耀颂 
启应经文 申 6:1-9 
背金句 **** 
唱诗 赞(255) 我时刻需要你   
奉献 三一颂 
唱诗 赞(196) 照我本相  
牧祷 **** 
证道 讨神喜悦的生命讨神喜悦的生命讨神喜悦的生命讨神喜悦的生命    

唱诗  赞(259) 成为我异象  
祝福 阿们颂 
报告 **** 
祝福诗 愿主赐福看顾你 
默祷散会 **** 

下下下下周圣餐周圣餐周圣餐周圣餐主主主主日日日日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讲员：黄志良传道   
主席：黄志良传道 

司琴：柯倩颖姐妹 

领唱：邹剑钜弟兄 

信息：勿忘主恩（申 6:10-25,8:10-20）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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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对教会的要求主对教会的要求主对教会的要求主对教会的要求 
启 2:1-7 

1.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个

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2.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

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3. 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  

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5.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6.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

是我所恨恶的。  

7.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

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教会是耶稣基督用祂宝血所买赎的，归自己为新妇，如同贞

洁的童女（林后 11:2）。既然如此，耶稣基督对教会一定有

所要求。在还没有讨论这要求之前，让我们先注意到受信的

人是教会的使者（或领袖）。换句话说，教会的领袖对教会

的情况有一定直接的关系与责任。所以教会的领袖需要特别

注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但同时间，当主提到教会的时候，

这也包括教会全体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位教会肢体都必须

为着教会的属灵状况尽上自己的责任。 

 

主耶稣基督要约翰先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其中一个可能的原

因是以弗所离拔摩岛最近而且它也是在众多的城市中最繁荣

的一个。不单如此，它也是航海者喜欢着陆的第一个城市。

虽然这城市享有物质的繁华，但同时也是充满邪术与祭拜偶

像的风气。它是以祭祀亚底米女神（别个名字是戴安娜女

神）闻名，其庙宇是当时七大奇观之一。但保罗曾经在这里

传讲主的道共达三年之久，甚至“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

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徒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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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除此以外，好几位保罗的同工也在这个教会服事

过：亚居拉、白基拉、亚波罗、提摩太（徒 18:24-26, 提前

1:3）。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也照料这个教会。综上所述，

我们深信以弗所的教会一定在真道上奠了好根基，能茁壮地

成长，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从主的评语，我们却

发现这健壮的教会有可取之处，同时也有亏欠的地方。让我

们从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的评语来探讨主对教会的要求。 

 

 

（（（（一一一一））））    主看重教会的事奉主看重教会的事奉主看重教会的事奉主看重教会的事奉（（（（第第第第 2a2a2a2a 及及及及 3333 节节节节））））    

 

主耶稣对以弗所的教会如此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

忍耐”。此处的“行为”的原文意思是工作。的确，主知道

并且看重他们为主的名所做的一切工作。 不单如此，他们

更是在主里任劳任怨地服事。值得嘉奖的是他们虽然如此劳

苦但却没有放弃，依然忍耐到底。主所要求的是我们有否为

祂的缘故（名字）而有实际的付出，不只是口惠而实不至。

记得主耶稣如此嘱咐门徒：“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

子的，就是接待我”（太 18:5）？我们所做的是否为着自

私的目的呢？我们到底在哪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服事主呢？ 

坦白地说，当我们在各个层面事奉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

感到身、心、灵的劳累。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推卸事奉主的

借口。当然，我们需要检讨什么缘故导致我们事奉疲累：是

否事奉太重？是否对事奉有错误的观念？是否需要一段短的

休息？说实在的，事奉主是需要付出代价并且是劳苦的。然

而这是值得，也有永恒的价值，就如圣经如此安慰众圣徒

们：“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

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著他们。」”

（启 14:13）。圣徒们，让我们继续把自己摆上，“务要坚

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 



 

4

（（（（二二二二））））    主要教会不与罪恶及罪人妥协主要教会不与罪恶及罪人妥协主要教会不与罪恶及罪人妥协主要教会不与罪恶及罪人妥协（（（（第第第第 2b2b2b2b 及及及及 6666 节节节节））））    

 

以弗所教会的特点是他们“不能容忍恶人”。这是指做恶事

的人，当然这是特别指在教会当中犯罪的人。通常世人的教

导是要拒绝犯罪的事而不是犯罪的人。但圣经给我们看见的

却是要拒绝两者。主耶稣也特别褒扬以弗所教会的作为：

“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到底

什么是“尼哥拉一党”的人呢？坦白说，圣经没有给我们这

方面太多的提示。一般的推测是指一群不守律法并且任意犯

罪的人。“不能容忍恶人”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把他们杀

掉？当然不是！乃是要与他们隔绝，甚至把他们从教会中驱

逐出去，就如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该如何对待犯罪的人：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

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你们………把行这事的人从

你们中间赶出去”（林前 5:1-2）。到底什么是我们不应该

妥协的罪呢？ 以下是一些例子：“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

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

竞、忌恨、恼怒、结党、分争、异端、 嫉妒（有古卷加：

凶杀二字）、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

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加 5:19-

21）。许多时候教会太过纵容犯罪的事与人，以致教会失去

主的赐福，也不能成为世界的明灯。信徒们，我们的生命又

是如何？是否有圣洁的样式？我们有容忍细小的罪恶沾染我

们的生命吗？ 

 

（（（（三三三三））））    主要教会主要教会主要教会主要教会试验人试验人试验人试验人（（（（第第第第 2c2c2c2c 节节节节））））    

 

以弗所教会可取之处是 “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

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的确，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有明

辨之心。怎样才能够试验人呢？第一，我们本身必须在神的

话语上扎根才能有辨别的能力，就如以弗所书 4 章 13 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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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所说：“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於一，认识神的儿

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

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第二，我们不能单单听人

的言论，更重要的是观察对方的生活举止。这是需要时间并

且细心的观察，要确定他是否言行一致，免得被他高言大智

的言论或花言巧语所迷惑。第三，我们不能听一面之词因为

人总爱遮掩自己的过错，显露自己的优点。要多方面听取不

同的意见才可做个比较客观的结论。第四，我们必须以神的

话语作为评审人的准绳，不可被他的外貌、仪态、魅力、说

服力或特别的异能歪曲了辨别能力。我们总要试验，别掉以

轻心，就如圣经常常提醒信徒们：“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

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於神的不是，因为

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

来的，就是出於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凡灵

不认耶稣，就不是出於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

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约[一] 4:1-3）。如此

一来，教会便能够保持本身在生活及教义上的纯洁。 

 

（（（（四四四四））））    主要教会爱祂主要教会爱祂主要教会爱祂主要教会爱祂（（（（第第第第 4444 及及及及 5555 节节节节））））    

 

主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责备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

离弃了”（第四节）。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如同起初那样以

单纯爱主的心来事奉祂，他们的事奉乃是流于形式。其中的

一个原因是世界已经进入教会里头。请听约翰的警告：“不

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

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

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约[一] 2:15-16）。世界的引诱与罪恶是静悄悄地潜入我

们的生命中，这都是因我们没有常常亲近主，以主的话语来

光照内心的世界。当时间一久，我们便对世俗的做法习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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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完全不会反抗。所以我们没有爱主所爱，也没有恨恶主

所恨恶。我们没有把事奉主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服事，反而

去事奉自己的私欲或追求世界的荣华。 

 

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要求是要他们悔改并且行起初所行的

事。是的，悔改是从谷底回到山峰的唯一方法；不然的话，

我们的灵命便会每况愈下，无法自拔。悔改不是一时感情的

作用罢了，它乃是有实际的生命转变，行起初所行的。这需

要在神面前立志并且重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祂，为祂而活。

记得，我们的主是一位忌邪的神，祂不允许神的儿女一面事

奉祂又事奉世界。主耶稣既然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怎能冷漠

对祂呢？哥林多后书 8 章 9 节如此说道：“你们知道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

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的确，主耶稣是这样肯为

我们牺牲，我们也应该以起初的爱心来回应才能稍报主恩。 

 

以弗所的教会不是完全的教会，她有自己的长处与缺点。这

并不意味着她能够继续在软弱中自哀自怜。主乃是要她能够

重新站立起来。照样，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也必须自我检

讨，知道在哪一方面需要改善的，更按着主的心意来爱祂及

事奉祂。我们要预备心迎接主的到来。主来的时候，祂会给

我们什么评语呢？ 

 

 

 

主仆， 

黄志良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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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金句 

 

上主日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

不知因什么跌倒。 

（箴 4:18-19） 

 

 

今主日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

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箴 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