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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       爲着主卽將第二次來臨， 

在主的託付及祂的恩賜上忠信服事 

綱  要 

壹、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至五十一節啓示，我們 

必須在主的託付上忠信的服事，將神當作食 

物分賜給祂的家人，使我們得以在要來的國 

度中，贏得基督作我們的獎賞： 

貳、馬太二十五章十四至三十節啓示，我們必須 

在主所給的恩賜上忠信服事，爲祂賺取利 

潤，使我們得以在要來的國度中進入主的快 

樂： 

週一 02/01                                            *禱讀 

馬太福音 24:45-46 

45 這樣，誰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僕，為主人所

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時分糧給他們？ 

46 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奴僕就有福了。 

約翰福音 21:15,17 

15 他們喫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

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彼得對祂說，主

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

的小羊。17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

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

我麼？就憂愁，對耶穌說，主阿，你是無所不知

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羊。 

以弗所書 3:2 

2 諒必你們曾聽見那為著你們所賜給我，神恩典的

管家職分， 

彼得前書 4:10  

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

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 

約翰福音 6:57, 63, 68 

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

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63 賜人生命的乃是

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

是生命。68 西門彼得回答祂說，主阿，你有永遠

生命的話，我們還歸從誰？ 

使徒行傳 5:20 

20 你們去站在殿裡，把這生命的話，都講給百姓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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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一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十章： 

身體的豐富:基督的度量 

週二 02/02 

馬太福音 24:48-50 

48 若是那惡僕心裡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49 就

動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僕的，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喫

喝，50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奴僕

的主人要來， 

提摩太後書 4:8 

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主，那

公義的審判者，在那日要賞賜我的；不但賞賜我，

也賞賜凡愛祂顯現的人。 

以弗所書 3:8 

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

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音傳給外邦人， 

啟示錄 22:17, 20 

17 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

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20 見證這些事的說，是的，我必快來！阿們。主

耶穌阿，我願你來！ 

路加福音 6:37 

37 你們不要審判,就絕不會受審判；你們不要定罪,

就絕不會被定罪；你們要赦免人,就必蒙赦免。 

以弗所書 4:31-32 

31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喧嚷、毀謗，同一切

的惡毒，都要從你們中間除掉。32 你們要以恩慈

相待，心存慈憐，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

了你們一樣。 

羅馬書 12:3 

3 我藉著所賜給我的恩典，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

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乃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

度量，看得清明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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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二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十章：地方教會是基

督身體在地方上的出現; 神的旨意彰顯

在地方教會裡;地方教會運用身體的權柄 

週三  02/03 

馬太福音 24:48-50 

48 若是那惡僕心裡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49 就

動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僕的，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喫

喝，50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奴僕

的主人要來， 

以弗所書 5:18-19 

18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裡被充

滿，19 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

向主歌唱、頌詠， 

哥林多後書 6:14 

14 你們跟不信的，不要不配的同負一軛，因為義

和不法有甚麼合夥？光對黑暗有甚麼交通？ 

哥林多前書 15:33 

33 你們不要受迷惑：濫交敗壞善行。 

提摩太後書 2:21-22 

21 所以人若潔淨自己，脫離這些卑賤的，就必成

為貴重的器皿，分別為聖，合乎主人使用，豫備行

各樣的善事。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慾，同那清

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義、信、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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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十一章:身体的职事: 
看見身體的啟示: 肢體的職事 

週四  02/04 

馬太福音 25:14-15 

14 諸天的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自

己的奴僕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15 按照各人

的才幹，個別的給了一個五他連得銀子，一個二他

連得，一個一他連得，就往外國去了。 

羅馬書 12:6 

6 照著所賜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得了不同的恩賜：

或申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申言； 

哥林多前書 14:24,26,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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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但若眾人都申言，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

人進來，他就被眾人勸服，被眾人審明了；26 弟

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

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

有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為建造。29 至於申言

者，可以兩個人或三個人說話，其餘的就當明辨。

30 但若在座的，另有人得了啟示，那先說話的就

當靜默。31 因為你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言，為要

使眾人有學習，使眾人得勉勵。32 並且申言者的

靈，是服從申言者的， 

以弗所書 1:18 

18 光照你們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

盼望；祂在聖徒中之基業的榮耀，有何等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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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四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十一章：追求對主的

認識與經歷; 先有生命，再有道理 

週五  02/05 

馬太福音 25:15-17 

15 按照各人的才幹，個別的給了一個五他連得銀

子，一個二他連得，一個一他連得，就往外國去

了。16 那領五他連得的，隨即拿去作買賣，另外

賺了五他連得。17 那領二他連得的，也照樣另賺

了二他連得。 

馬太福音 25:18-19, 29-30 

18 但那領一他連得的，去掘開地，把他主人的銀

子埋藏了。19 過了許久，那些奴僕的主人竟然來

和他們算賬。29 因為凡有的，還要給他，他就充

盈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從他奪去。30 

把這無用的奴僕，扔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

哭切齒了。 

提摩太前書 4:14 

14 不要輕忽在你裡面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豫

言，同眾長老按手所賜給你的。 

提摩太後書 1:6; 4:5 

1:6 為這緣故，我提醒你，將那藉我按手，在你裡

面神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4:5 你卻要凡事謹

慎自守，忍受苦難，作傳福音者的工作，盡你的職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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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週五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十一章：林前十二章; 
肢體間彼此影響;在基督裡，經過身體，

為著身體 

週六  02/06   

馬太福音 25:26-27, 23; 16:27 

25:26 主人就回答他說，又惡又懶的奴僕，你既知

道我沒有撒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簸散的地方要收

聚，25:27 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

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25:23 主人對他

說，好，良善又忠信的奴僕，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

忠信的，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進來享受你主人

的快樂。16:27 因為人子要在祂父的榮耀裡，同著

眾天使來臨，那時祂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羅馬書 14:10 

10 你為甚麼審判你的弟兄？又為甚麼輕視你的弟

兄？我們都要站在神的審判臺前， 

哥林多前書 3:13-15; 4:5 

3:13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指

明出來；它要在火中被揭露，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

程是那一種的。3:14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3:15 人的工程若被燒

毀，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只是這樣得

救，要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4:5 所以在那時以

前，甚麼都不要論斷，直等主來，祂要照出暗中的

隱情，也要顯明人心的意圖，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

得著稱讚。 

哥林多後書 5:10 

10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的審判臺前顯露出

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到應得

的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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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週六 

詩  歌 補充本詩歌  920首 

主日  02/07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馬太福音 24:42,44 

42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那一天

要來。44 所以你們也要豫備，因為在你們想不到

的時辰，人子就來了。 

雅各書 1:12 

12 忍受試煉的人有福了，因為他既受試驗得了稱

許，就必得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祂

之人的。 

提摩太後書 4:8 

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主，那

公義的審判者，在那日要賞賜我的；不但賞賜我，

也賞賜凡愛祂顯現的人。 

彼得前書 5:4 

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著那不能衰殘的

榮耀冠冕。 

啟示錄 2:10; 3:11; 19:7; 22:7, 12, 20 

2:10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哪，魔鬼將要把

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裡，叫你們受試煉；你們必

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信，我就賜給你那生命

的冠冕。3: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

有人奪去你的冠冕。19: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

耀歸與祂；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

豫備好了。22:7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

豫言之話的有福了。22:12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

在我，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22:20 見證這些

事的說，是的，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

你來！ 

參讀：事奉的基本功課，第十三課,二十課; 

創世紀生命讀經第 83-85 篇; 

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 65-66 篇;  

報告事項： 

02/13-14 國際新春華語特會,請聖徒擺上禱告 

2 / 15- 20 纽约市初高中生 Zoom 線上特會 

紐  約  市  召  會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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