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彌迦書第一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信仰工作坊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生命小組  

5：00 pm 
喜 樂 團：主題查經（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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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在十架  

成 年 慕 道 班：福音見証  

信徒造就信仰組：基督徒與政治（一）  

信徒造就生活組：基督徒與政治（一）  

聖 經 概 論 班：舊約 ─ 歷史書  約書亞記選讀  

專    題    班：查經─ 雅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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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潔雲  

唐更生  

梁朱鳯娥  

曾偉健  

陳小玲  

陳偉忠  

吳錦明  

呂思誠  

唐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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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三日  第三十卷第三十三期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受浸聚會各項服事禱告，求主管理，讓清楚得救者

作公開的見證，叫主的名得榮耀。  

二、  為過去的兒童暑期聖經班感恩，求主吸引一些新來的

小朋友繼續前來參加聚會，好能對主有更深的認識並

被主得著。  

三、  請 禱 告 求 神 繼 續 使 用 青 年 特 別 聚 會 當 中 所 釋 放 的 信

息，讓青年的弟兄姊妹更多愛慕主、追求主，作貴重

的器皿，合乎主用，並請記念青特後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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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定於十一月五日（主日）有受浸聚會，凡擬報名

受浸者，請先與所屬團契或主日學同工交通。截止報

名日期為八月廿七日（主日），請注意在報名時把得

救見證一同交付。  

二、  下主日（八月二十日）下午二時正有事奉交通聚會，

聚會的第一段時間為讀書分享，分享書籍為「我們的

歷史與見證」，請所有有崗位服事的同工按指定交通的

範圍先作預備，並依時出席。  

三、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彌迦書第一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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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儆醒等候主再來(三) ─ 患難中忍耐 詩歌:321 首 

經文：帖前 3:1-13 

 
「耶穌說：來跟從我」是今年教會的主題。我們應該怎樣跟從主呢？

「羔羊無論往哪裡去，他們都跟隨祂。」（啟 14：4）「你們蒙召原是

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

蹤行。」（彼前 2：21）即是說，主耶穌在地上時是怎樣生活，跟從主的

人照樣生活就是了；歷世歷代的信徒都是這樣跟隨主的腳蹤行。來到這個

我們都相信主快要再回來的時代，我們在跟從主的路上，又該有什麼態度

和學習呢？願意藉著保羅對帖撒羅尼迦教會的勸勉，我們也彼此勉勵，儆

醒等候主再來。 
 

儆醒等候主再來（一）─ 信心的等候（帖前 1:9-10） 

帖前第一章講到我們等候主的再來，是要用信心等候的，過一個信心的生

活。就是要離棄偶像歸向神，過一個脫離己的生活；並且過一個轉向神的

生活，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儆醒等候主再來（二）─ 愛心的服事（帖前 2:19-20） 

帖前第二章說到我們的盼望、喜樂和冠冕是什麼？就是主耶穌再來時，弟

兄姊妹在祂面前站立得住！因為他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樂。所以

我們要過一個彼此相愛的生活，用愛心彼此服事。 
 

儆醒等候主再來（三）─ 患難中忍耐（帖前 3:1-13） 

今天我們來到第三章，那裡說出一個情況，在我們等候主再來時必會遇到

的，就是患難！願藉著主的話，讓我們在患難中能忍耐，直到見主面。 
 

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搖動（帖前 3:1-3上） 

帖撒羅尼迦教會的弟兄姊妹正在患難當中，所以保羅不能再忍，就打發提

摩太前去堅固他們，並在他們所信的道上勸慰他們，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

搖動。再一次見到保羅對他們的關愛是何等在心！ 
 

基督徒受患難原是命定的（帖前 3:3下-4） 

保羅也說出「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但有很多信徒是不能接受的！「命

定」可能很容易被誤解為「命運所注定」的意思。但在此是「被指定」或

「這是我們的分」的意思。使徒的意思是：我們受患難原是神的旨意所預

先定規的。黑暗既不接受光，基督徒如果為主發光而受黑暗勢力的逼害，

這是早就定準會發生的道理。信徒會因與世人的路不同而受苦(彼前

4:4)；或是因為要行善、為義而受苦(彼前 2:20；3:14)；「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後 3:12）。歷

世歷代很多愛主的信徒也是經歷各種患難，但他們都願意繼續走這條十字

架的路，並且至死忠心。 
 

基督徒在患難中得的安慰（帖前 3:5-6） 

基督徒在患難中所得的安慰，莫過於聽到有弟兄姊妹的信心和愛心的好消

息報給我們（帖前 3:6）。不單如此，我們所受的苦難不過是暫時的，是至

暫至輕的(彼前 1:6;5:10)(林後 4:17)。還有我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

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彼前 2:19-20)。我們受苦是會蒙神賜福的，因為神

榮耀的靈常住在我們身上(彼前 4:14)。並且我們在苦難中並不孤單，我們

是與基督一同受苦的(彼前 4:13)；也知道我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

樣的苦難(彼前 5:9)。  
 

基督徒為甚麼要面對患難（帖前 3:7-10） 

「遇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傳 7:14) 

１、可與罪斷絕：「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繼絕了。你們存

這樣的心，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

的光陰。」(彼前 4:1下-2)更多體會基督的愛，不敢再犯罪。 

２、可以學功課：「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

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

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 5:3-5)在患難裡，

使我們的屬靈生命受到磨練，以至更成熟，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３、可安慰別人：「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

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林後 1:4)保羅也得著帖

撒羅尼迦的弟兄姊妹的安慰（帖前 3:7-8）；有信徒經歷患難以至可補滿別

人信心的不足。  

４、可成就榮耀：(林後 4:17)「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

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羅 8:30）「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

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神要訓

練我們，預備我們，使我們將來能與基督一同作王（啓 20:4）。 

為什麼基督徒受患難是命定的呢？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不屬這世界，被世界

所恨惡；另一方面是神的美意藉著暫時的患難和試煉訓練我們，可以在永

世裡享受永久的福樂。神對待我們的原則和魔鬼的原則相反。魔鬼是用暫

時的快樂叫人失去永遠的福樂，使人進到永遠的痛苦裡。但神卻讓我們受

暫時的痛苦，得以享受永遠的榮耀（林後 4:16-17）。 



基督徒在患難中如何面對（帖前 3:11-13） 
保羅在此是要帖撒羅尼迦人知道，基督徒受患難原是分內的事，是在神意

料中的。很多時候我們受患難而不能得勝，其實不是我們沒有勝過患難的

能力，而是我們不把受患難看作是分內的事，因而怨天尤人，無力勝過試

煉。但如果我們認定受患難原本就是敬虔的基督徒當然的遭遇，就會準備

好我們的心，面對任何臨到我們的患難，都能靠著主勝過。 

１、不怕嚇不驚慌：「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

威嚇，也不要驚慌」(彼前 3:14) 我們不驚慌才不會被撒但欺騙或利用。 

２、有受苦的心志：「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

為兵器，」（彼前 4:1-2）不管我們會不會遇到苦難，我們都要先有受苦

的心志，這表示我們已有心理準備，當有苦難來到，我們也不怕了。 

３、要多些思想主：「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

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來 12:2-3)
當我們遇到患難時，多些思想主耶穌。想到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所作

出的犧牲，以及為我們所受的凌辱；我們就會覺得，我們所受的苦難都算

不了甚麼，以至能忍耐。 

４、患難中要忍耐：「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羅 12:12) 所以我們在患難中要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５、要謹守及儆醒：「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

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

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彼前 5:8-9)
在苦難中，我們的信心若稍為軟弱，就會落在仇敵的口裡。所以我們要謹

守自己的心，並儆醒禱告倚靠主過每一天的生活。 

６、將榮耀歸給神：「若為作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要因這名

歸榮耀給神。」(彼前 4:16) 我們若是為主而受苦，應該心裡歡喜，因

我們被算是配為主的名受辱（徒 5:40-41）。正如保羅所說：「照著我所

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

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 1:20）。「所以，你們或吃或

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林前 10:31） 

「我已經決定，要跟隨耶穌；縱無人願意，我仍要跟隨；世界在背後，十

架在前頭。」願主的愛激勵我們，使我們在患難中能忍耐，「好使你們當

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裏堅固，成為

聖潔，無可責備。」（帖前 3:13） 

□ 陳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