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阿摩司書第九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彼此相交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生命小組  

5：00 pm 
喜 樂 團：生活組（ 6）  

仁 愛 團：交通組  

 

 

 

主 

 

 

日 

9：00 am 

9：45 am 

11：15 am  

擘餅聚會 

信息聚會 

兒童及少年主日學 

各班兒童主日學 

少年班 

成人主日學 

青 年 慕 道 班：福音見證  

成 年 慕 道 班：得救的確據  

信徒造就信仰組：約會我主（二）  

信徒造就生活組：禱告生活  

聖 經 概 論 班：新約 ─ 福音書 主耶穌生平選讀 

專    題    班：查經─ 加拉太書  

成 年 初 信 班：分組  

成 年 查 經 班：分組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黃漢先  

領詩：陳偉忠  

司琴：黃王潔貞  

呂思誠  

李潘笑慧  

李嘉齡  

古石婉輝  

曾偉健  

陳小玲  

陳偉忠  

林永存  

呂思誠  

李嘉齡  

鄺念宗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葵芳基督徒聚會所 
KWAI  FONG  CHRISTIAN  ASSEMBLY  HALL 

葵芳興芳路 188 號協德大廈二樓 

電話 ：（852）2424 3289  傳真：（852）2494 0166 

網頁 ： http：//www.kfcah.org 

電郵 ： info@kfcah.org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一日  第三十卷第二十四期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記念每主日的信息聚會，為其中服事的肢體禱告，求主使用其

中的話語來規模我們的思想，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 

二、 為著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青年特別聚會禱告，願神使用這聚會

叫更多的青年人被主得著，也請記念各項的服事。 

三、 記念面對校內考試的青少年弟兄姊妹，求主賜他們信心，能以

專心倚靠祂。也記念完成公開考試的青少年弟兄姊妹在假期的

時間運用，求主給他們愛惜光陰的心，更好的追求認識主。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肢體，求主施恩扶持。 

聚會報告 

一、 下主日（六月十八日）下午二時正有事奉交通聚會，聚會的第

一段時間，將有問題解答及分享過去在第一段時間所釋放的信

息的領受，請所有有崗位服事的同工必須依時出席。 

二、 今年的兒童暑期聖經班將於七月廿七日至廿九日（週四至週六）

舉行，主題為「童」來做個小園丁，歡迎升小一至升中一的小

朋友參加。報名表已預備，可在教會佈告板上取用，詳情可向

兒童主日學老師查詢。 

三、 九月廿九日（週五）晚開始，在尖沙咀聚會所有密集讀經聚會，

由陳希曾弟兄負責交通《以西結書》，詳情請參閱教會報告板。 

四、 今天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有詩歌教唱的安排，歡迎所有弟兄姊

妹參加。 

五、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阿摩司書第九章 

六、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 詩歌:58 首 
 

彼得後書 1: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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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分外地殷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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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

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彼得雖然曾跟從過主耶穌，但三年多之後，彼得好像還是依然故我，

沒有多大變化，一路上跟其他門徒爭誰為大，常常憑衝動說話行事，後

來甚至三次否認主。但主並沒有放棄彼得，因為主知道，原來的彼得不

可能達到主的要求，必須等到彼得重生，有了新生命之後，才可以真正

在靈裡跟從基督。 

彼得後書是彼得將離開世界時寫的，雖然他本是個無學問的漁夫，

但當他在靈裡跟從主直到晚年，他能夠清楚地告訴所有後來的信徒，跟

從主不是在外面的事情，跟從主乃是關乎裡面生命的成長，沒有主的生

命在信徒裡面，任憑我們有多少熱心，最後不過像昔日的彼得一樣，以

失敗告終，但藉著主所賜的新生命，我們可以不斷變化。「你們蒙了重

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

的道。」（彼前 1:23）對於所得到的新生命，我們好像有點認識，卻又

不大明白。如今彼得到晚年了，回顧自己的一生，又遇到過無數的信徒，

生命幼嫩或成熟的，真實或假冒的，彼得都一一遇見過，在彼得後書這

裡他提到我們得著的新生命，鼓勵我們要分外地殷勤加上幾樣事，雖然

只是簡單述說，沒有多加解䆁，但這都是彼得自己經歷過的。 

有了信心 

彼得後書是寫給與彼得「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彼後 1:1），晚年

的彼得不再靠他自己了。他特別說到信心也是神所賜給我們的。保羅也

是這樣說，「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 2:8-9）彼得和保羅

的信心是神所賜的，你和我的信心也一樣是神白白賜給的，當我們真正

認識原來連信心都是出於神，我們實在再沒有甚麼可誇的了。這寶貴的

信心，不單叫我們罪得赦免，神更把新的生命賜給我們。彼得說「神的

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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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後 1:3-4），這也是保羅在羅馬書第八章所說到的，神召我們，

使我們稱義得榮耀，被模成神兒子的形像。（參羅 8:28-30）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信心的人就是已經重生、得著新生命的人，新生命在信徒裡，

會帶來行為上的變化，活出這生命的性情來。彼得說我們有了信心「又

要加上德行」，和合本「加上」的意思好像說本來沒有，後來另外加上。

但原文「加上」（G2023）有「培養、助長」的意思。我們不能培養一條

魚在地上行走，也不能培養小狗在天上飛行，「培養、助長」只能把本

身生命所有的潛能發展出來，但本身生命沒有的，無論怎麼努力也不能

改變。彼得說我們的新生命有㓉出下面幾樣事的一切能力，但信徒要分

外殷勤，學習和操練這幾樣事，新生命才能實在活出來。「德行」跟「用

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彼後 1:3）所說的「美德」在原文是同一

個字（G703）。意思是我們得著的新生命能夠活出與主美德相似的好行

為。在宗教改革時代，馬丁路德把因信稱義的真理恢復過來，那時候他

最喜愛的書卷是加拉太書和羅馬書，因為兩卷書都強調因信稱義，不靠

行為。不過馬丁路德卻很討厭雅各書，因為雅各書說到有行為的信心，

他覺得雅各書好像削弱了因信稱義的威力。其實兩者並沒有衝突，真實

的信心並不需要人加上自己的行為，但雅各說真實的信心總會在信徒的

身上活出神喜悅的行為，跟彼得所說要加上德行是同一個意思。 

又要加上知識 

有了信心和德行，不就已經夠了嗎？但彼得說又要加上知識，因為

生命的成長若缺少了知識，會叫生命成長受到限制，甚至受到傷害。剛

剛學步的小孩，父母不會任其行走，因為小孩無知，家中的水龍頭、電

掣、風扇都可以成為致命的危險。屬靈的生命又需要甚麼知識呢？最重

要的就是聖經，神的話語教導我們神喜好甚麼，神起初對人的心意、神

的計劃是如何。要好好讀聖經，除了我們常用的和合本外，可多找一些

中英文譯本去對照，一定能使我們更深入認識神的話語。許多人都學過

英文，若遇到生字，必定要多查字典，英文才會進步。但在讀聖經上，

恐怕很少人遇到不明白字詞時，會去翻查聖經字典或聖經百科全書，如



果每星期查明一個陌生的聖經用詞，一年就可以明白五十二個聖經用

詞，這對我們明白聖經很有幫助。另外，也要閱讀公認能造就人的屬靈

書籍，神在過去二千年花了很多功夫去造就和帶領聖徒，我們若在屬靈

的路上有甚麼新發現，必定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得看見。彼得勸人要

好好讀保羅的書信（參彼後 3:15-16）保羅也是個終生讀聖經、讀屬靈書

籍的人。（參提後 4:13）我們怎麼可以閒懶呢？ 

又要加上節制 

「節制」原文的意思是「自我控制」(self control)，未信主之前，我

們被自己的私慾所控制，不能自拔，但有了新生命之後，我們可以照神

的旨意去管理自己。當信徒有了德行和知識，很容易會驕傲起來，看不

過眼那些情形不及自己的信徒。但按神的眼光來看，我們身上還有很多

地方需要聖靈的引導，去學習自我約束，我們的思想、言語、動作、態

度都要學習在聖靈裡受約束。彼得說：「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謹慎自

守，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彼前 1:13）

保羅更說：「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

被棄絕。」（林前 9:27） 

又要加上忍耐 

達到信心、德行、知識、節制俱備，在人看來已經夠好了，可以停

下來，但是神還未滿意。在花香常漫的日子裡，無需要忍耐，也不知道

信徒身上所顯出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從主生命所發出，因為未經過患難的

忍耐是虚假的。製作陶瓷要先把粘土做成器皿的形狀，風乾後要燒製才

變為堅硬，但還未能供人使用，器皿需要磨得光滑，然後陶人把心中的

多彩圖案繪畫在器皿上，再把器皿高温窰燒，使那些圖案成為器皿的一

部份，怎麼也不會脫落。但沒有經過火窰的器皿，無論其表面的圖案多

美麗，只要稍為沖刷便消失了。所以神會興起環境，叫我們被試驗，有

時甚至是火的試煉。經歷過神這樣模造約伯的說：「然而他知道我所行

的路；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伯 23:10）。因此保羅說：「…就是

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羅 5:3）。 

又要加上虔敬 

虔敬的意思就是「像神」(godliness)，我們得著的新生命，是屬神的

生命，我們不會變成神，但卻可以於神的性情有分。「像神」不一定如

摩西一樣，他在西乃山上四十畫夜與神在一起，摩西因而臉面放光，但

叫人懼怕不敢就近他。「像神」其實更如以利沙那樣，他不過素常與那

婦人吃飯，婦人就看出以利沙是個神人。意思就是其他人從他的日常生

活、起居飲食、待人接物中看到神。當日主成了肉身作人的時候，就是

這樣「虔敬」、這樣「像神」。耶穌對腓力說：「…人看見了我，就是看

見了父」（約 14:9）。「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

表明出來。」（約 1:18） 

又要加上「弟兄相愛」 

達到了虔敬的信徒，有時也可能很單獨，但神不是要一個一個很屬

靈的人，神要的乃是弟兄相愛。愛弟兄的心，原文跟「非拉鐵非」（啟

3:7）的意思相同，就是「弟兄相愛」。姊妹們不要以為跟自己無關，其

實不論是男是女，因信都是神的兒子，所以聖經稱我們得著神兒子生命

的人為弟兄。許多人喜歡聽弟兄相愛的道，因為盼望有人來愛自己，但

這裡所說的不是被動等別人來愛，乃是主動去愛弟兄。 

又要加上「愛」 

「愛眾人的心」原文只有「愛」（G26 名詞）一個字，「眾人的心」

是翻譯時加上去的，所以這裡應該翻譯為「又要加上愛」。這個愛到底

有甚麼特別之處？這個愛就是「神愛世人」（約 3:16）的那個愛（G25

動詞）約翰福音二十一章主曾三次問彼得愛主麼？頭兩次主就是用到這

個愛（G25），但彼得當時並不敢用這個愛（G25）去回答，只能用人與

人之間的「友愛」（G5368）去回答主，就是前面提到的「愛弟兄」的那

個愛，當日彼得清楚知道他頂多只能對主有感情，像弟兄之情的愛，彼

得不敢用主所說的愛去回答。但晚年的彼得就像他的主一樣，鼓勵信徒

要用神的愛去愛。在彼得或我們舊人裡，並沒有神的愛，但主所賜我們

的新生命卻能夠顯出神的愛來。「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

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約壹 4:7-8）神的愛就是犧牲的愛，不求自己的益處，是永不止息的。

（參林前 13 章） 

要分外殷勤，豐豐富富進入主的國 

彼得勸我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以後，還要充充足足地活出上

面這幾樣，我們才能在認識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懶

惰人羨慕，卻無所得；殷勤人必得豐裕。」（箴 13:4）這個不單是今世

的應許，也是來世的應許。原來的彼得終日只想自己為大，但晚年經過

主模造的彼得不再求自己的益處了，他極力勸勉我們要殷勤行這幾樣，

我們就永不失腳，並且能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

的國。 

 

□ 吳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