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禱告聚會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彼此相交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屬靈書籍分享 :所信之道  

5：00 pm 
喜 樂 團：主題查經 (十六 )  

仁 愛 團：詩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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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覓真愛? 

成 年 慕 道 班：信徒生活(6) : 往事的了結 

信徒造就信仰組：基督徒與政治 (二 )  

信徒造就生活組：基督徒與政治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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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  

成 年 查 經 班：查經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梁景法  

領詩：莊志偉  

司琴：張陳珍妮  

潘偉和  

杜楚珊  

曾俊輝  

伍瑞嫻  

陳梓晞  

馮迎臨  

莊志偉  

陳梓揚  

潘偉和  

林嘉寧  

鄧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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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日  第三十卷第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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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快結束記念在學的弟兄姊妹，求主讓他們能預備好面對新的學

年，也請為剛就業弟兄姊妹的適應禱告，求主加力並扶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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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報名日期為下主日（八月廿七日），

請注意在報名時把得救見證一同交付。 

二、 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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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日（週一、公眾假期）有家長福音日聚會，上午在會所有福音

信息分享，下午外出午膳及參觀，詳情請參閱報名表。（如欲參加下

午的活動，則請填寫報名表交回執事室。）請為家長福音日禱告，求

主使用，並讓更多弟兄姊妹的家人蒙拯救。 

四、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彌迦書第二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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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平彼此聯絡 詩集:97 首 
 

一 肢體要彼此聯絡及連繫 
□□「用和平彼此聯絡」(弗 4: 3) 。聖經說肢體之間要彼此聯絡，因此，不與

肢體聯絡的信徒是不正常的。我們平日是用什麼來彼此聯絡呢？就算有聯絡，

聯絡時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我們今天要比較深入的看這個課題。一般有參與教

會聚會，特別是已經聚會多年的基督徒，當然會認識很多肢體。不過，也很自

然地，我們對不同的肢體必定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有些比較生疏，有些比較熟

落；有些能有較深入屬靈相交，有些則相交得比較表面。由於時間及各方面的

限制，以上情況可以說是正常不過的。但無論如何，基督徒不應該不去與其他

肢體聯絡，否則便失去在教會這個身體裡，神藉其他肢體帶給你的恩典和屬靈

造就與益處。其實，這裡「聯絡」的原文乃 sundesmos，意思不但是指活動上

的聯繫(例如見面、打電話、電郵、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 等等)，更加

是指信徒生命之間的連繫(bond)，就像身體中各肢體的連絡契合，得出一致和

諧的身體，是合而為一的相互關連。 

 

二 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然而，無論聯絡的頻率有多高，又或者聯絡的深度如何，保羅勸我們要學

習一種態度，也是信徒生命之間相互連繫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和平」，因

此，是「用和平彼此聯絡」。「和平」當然是指聖靈所結果子的其中一種特質，

而非不信主的人靠己力而達致的和平。「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 5:22-23)。用「和平」來彼

此聯絡，或者說用「和平」來彼此連繫，首先要學習的就是與眾人和睦。保羅、

彼得，以及希伯來書的作者都不斷勸導肢體之間要彼此和睦：「若是能行，總

要盡力與眾人和睦」(羅 12:18)；「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林後 13:11)；「尋

求(seek)和睦，一心追趕(pursue)」(彼前 3:11)；「你們要追求(strive for)與眾人和

睦」(來 12:14)。當衝突發生時，我們的態度會是怎樣呢？我們的言語會否為剛

起的火加上油呢，還是以「盡力與眾人和睦」的心態來面對呢。 

 

三 和睦的屬靈基礎與具體學習 
□□什麼人才有能力與他人和睦呢，這個人必須首先是個與神和睦的人，因為

和平本是從神而來的。以賽亞形容將要來的彌賽亞(主耶穌)是「和平的君」：「因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

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賽 9:6)。為什麼主是和平的君呢？

因為藉著主的寶血，我們才能與神和好。不但這樣，肢體之間能互相和睦也是

因為主，保羅在以弗所書 2 章 14 節說：「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們

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這乃是肢體之間能夠達致

和睦的屬靈基礎。至於具體學習方面，我們可以參考保羅在羅馬書論到和睦時

的前文後理，那裡也給我們一些具體學習的方向。「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

味的款待。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與喜樂的人要

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

或作事）；不要自以為聰明。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

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 (羅

12:13-19) 。除此之外，提多書及歌羅西書也這樣提及：「不要毀謗，不要爭競，

總要和平，向眾人大顯溫柔。」(多 3:2)；「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著和氣，好像

用鹽調和」(西 4:6)。所以，從以上的經文，我們大概可以歸納出具體上怎樣才

能與肢體和睦的秘訣：  

1. 要幫補缺乏的聖徒，客要一味的款待  

2. 對逼迫我們的人，我們不要咒詛他 (即以惡報惡)，反要祝福他 

3. 要與喜樂的人同樂 

4. 要與哀哭的人同哭 

5. 不要志氣高大，反要俯就卑微的人 

6. 不要自以為聰明 

7. 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8. 要向肢體讓步 

9. 不要毀謗肢體，不要與肢體爭競 

10. 語要帶著和氣 

 

四 用「平安」彼此聯絡 
□□「用和平彼此聯絡」這話不但說明了「和平/和睦」乃肢體之間聯絡或連繫

的一個重要態度和因素，更進一步來說，「和平」也應成為肢體之間聯絡或連

繫時的內容。這裡「和平」的原文乃 eirene，意思不但是指和平及和諧(政府與

政府、人與人、有條有理)，也是與希伯來文 shalom 相同，就是「平安」。因此，

這話也可寫成「用平安彼此聯絡」。「平安」的希伯來文是 shalom，在舊約出現

超過二百次；「平安」的希臘文是 eirene，在新約出現超過九十次。兩者有時在

中文聖經中也會翻譯成「和平」。一個真正屬於神的人才能有真正的平安，因

為真正的平安乃從神而來。在士師記中，基甸曾為耶和華築一座壇，起名叫「耶

和華沙龍 Jehovahshalom」(士 6:24)，就是「耶和華賜平安或耶和華是平安」的

意思。因此猶太人的社會中彼此見面或分開時都會說：「願你們平安」。雖然一

個屬於神的人本應已有真正的平安，然而，因著種種原因，也會很容易失去這

平安。因此，保羅教導我們，「用平安彼此聯絡」，肢體彼此聯絡的時候，就必

須學習把主所賜的平安互相供應給對方，也就是說「平安」也應成為肢體之間

聯絡或連繫時的內容。 

 

五 肢體何以失去平安，以及如何用平安彼此聯絡 
□□肢體之所以失去屬天的平安有著不同的原因，我們可從主耶穌的門徒在主

被釘之後的表現來了解一下。「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

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約 20:19) 在這裡，門徒之所以失去屬天



的平安可能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就是恐懼，恐懼也是一般人沒有平安的原因

或狀態。門徒為什麼恐懼呢？聖經說他們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當主耶穌還

未釘十字架的時候，他們沒有怕，因為有主與他們同在。所以，肢體失去平安

最大的原因是沒有主的同在。當然，主是不會離開我們的，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沒有主的同在都是因為我們離開了主。什麼使我們離開主而失去平安呢，可能

是自己的軟弱，甚或犯了罪等等。門徒也是一樣，當主被捉拿以及被釘之時，

沒有人與主同心同伴，甚至有人不認主，他們或會因內疚而軟弱，又因自覺得

罪了主而失去平安。另一方面，聖經說是因為怕猶太人。猶太人把主害死，他

們是主的門徒，或許便怕也被捉拿，也被釘十字架。就是他們所面對的環境，

與及自己的心境，叫他們因害怕而失去平安。感謝主，聖經接著說「耶穌來，

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約 20:19) 之後主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

看，然後，門徒便再次得到平安，「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約 20: 20)  肢

體們失去屬天的平安也是一樣，因種種原因失去了主的同在，感到困惑懼怕，

然而，若他們知道主已復活，並且與他們同在，他們便可重拾平安。所以，我

們在彼此聯絡時，要學習把主的平安帶給肢體，主的平安是我們相交的內容。

復活的主在當天晚上不只一次向門徒說「願你們平安」，聖經記載「耶穌又對

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 20: 21) 。

沒有主同在的人就像當天的門徒，不但會害怕，更會失去信心和人生的方向。

以往肉身的主天天與他們在一起，每天要去哪裡，要做什麼事都可以問主，聽

主吩咐。然而當主被釘之後，彷彿頓時失了依靠，前路迷茫。因此，當主消除

了他們的懼怕後，主便第二次對他們說，願他們平安。緊接著再一次差遣他們

為主作工，指示他們該有的人生目標和方向。惟有願意受主差遣，才能拾回真

正的平安，人生才能有屬天的意義和價值。因此，肢體彼此聯絡，也應以這種

平安為內容，彼此鼓勵，接受主的差遣，行走在主的心意中。 

 

六 學習作「和平之子」 
□□甚願我們一同學習「用和平彼此聯絡」，學習作一個「和平之子」 。現以

聖法蘭西的禱文共勉：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你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你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絕望之處播下你盼望， 

在幽暗之處播下你光明，在憂傷之處播下歡愉。 

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 

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迎接死亡時我們便進入永生。 

□ 李德文 

 

 

□□「贏在起跑線」，是很多現代的父母

所關心的。「望子成龍」總是父母的期盼，

暑假都會為子女安排多姿多彩的活動。但

作為基督徒的父母，我們所關心的，除了

下一代能健康成長，為將來前途的預備，更會想到的是他們屬靈

的需要。這實在非常重要，也是我們為兒女安排時間，當加注意

的地方。 

 

感謝神！在剛過去的兒童暑期聖經班，有不少弟兄姊妹的子女參

加，再加上葵芳村及弟兄姊妹所邀請的小朋友，約有 30 多位小朋

友。這三天的聚會中，不單透過唱詩、上聖經課…，讓小孩子更

多認識主耶穌和祂的救恩，還藉著不同的活動使他們更熟落及投

入。深願他們能從小認識聖經，早日蒙恩，並在神家中有美好的

成長。 

 

還有感恩的，就是在這次聖經班中，看見一些青少年屬靈生命的

確成長了！從前只在事務上協助，現今能在課堂上、領詩等學習

服事，盼他們日後在主裡更長進，在神的家中擔負起更大的責任。

更美的是，一些年長的肢體在膳食上一起參與服事，為神家的福

音工作一同擺上。老、中、青、少，肢體年紀有異，但彼此配搭，

何等美麗！何等感恩！ 

 

這暑假中，不單有兒童暑期聖經班，並且有香港青年特別聚會。

再一次感謝神！我們今年參加青特的人數比過往多，有些青少年

還是第一次參加。這次青年特別聚會跟以往的有點不同，就是講

台信息第一次全用廣東話，加上講員非常熟識香港青少年的情

況，以致信息的內容令他們更容易掌握和明白。此外，在見證分

享和交通分組裡，肢體分別都得著鼓勵及幫助，甚至有些因著這

次特會碰見主，生命有了轉變，甚願主能繼續使用祂的話。 

 

為了青少在青特後能繼續有屬靈的追求，我們特別安排了六次專

為青少年的查經聚會，盼望他們在神的話語上能更深札根，預備

自己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的平安可能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就是恐懼，恐懼也是一般人沒有平安的原因

或狀態。門徒為什麼恐懼呢？聖經說他們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當主耶穌還

未釘十字架的時候，他們沒有怕，因為有主與他們同在。所以，肢體失去平安

最大的原因是沒有主的同在。當然，主是不會離開我們的，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沒有主的同在都是因為我們離開了主。什麼使我們離開主而失去平安呢，可能

是自己的軟弱，甚或犯了罪等等。門徒也是一樣，當主被捉拿以及被釘之時，

沒有人與主同心同伴，甚至有人不認主，他們或會因內疚而軟弱，又因自覺得

罪了主而失去平安。另一方面，聖經說是因為怕猶太人。猶太人把主害死，他

們是主的門徒，或許便怕也被捉拿，也被釘十字架。就是他們所面對的環境，

與及自己的心境，叫他們因害怕而失去平安。感謝主，聖經接著說「耶穌來，

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約 20:19) 之後主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

看，然後，門徒便再次得到平安，「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約 20: 20)  肢

體們失去屬天的平安也是一樣，因種種原因失去了主的同在，感到困惑懼怕，

然而，若他們知道主已復活，並且與他們同在，他們便可重拾平安。所以，我

們在彼此聯絡時，要學習把主的平安帶給肢體，主的平安是我們相交的內容。

復活的主在當天晚上不只一次向門徒說「願你們平安」，聖經記載「耶穌又對

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 20: 21) 。

沒有主同在的人就像當天的門徒，不但會害怕，更會失去信心和人生的方向。

以往肉身的主天天與他們在一起，每天要去哪裡，要做什麼事都可以問主，聽

主吩咐。然而當主被釘之後，彷彿頓時失了依靠，前路迷茫。因此，當主消除

了他們的懼怕後，主便第二次對他們說，願他們平安。緊接著再一次差遣他們

為主作工，指示他們該有的人生目標和方向。惟有願意受主差遣，才能拾回真

正的平安，人生才能有屬天的意義和價值。因此，肢體彼此聯絡，也應以這種

平安為內容，彼此鼓勵，接受主的差遣，行走在主的心意中。 

 

六 學習作「和平之子」 
□□甚願我們一同學習「用和平彼此聯絡」，學習作一個「和平之子」 。現以

聖法蘭西的禱文共勉：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你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你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絕望之處播下你盼望， 

在幽暗之處播下你光明，在憂傷之處播下歡愉。 

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 

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迎接死亡時我們便進入永生。 

□ 李德文 

 

 

□□「贏在起跑線」，是很多現代的父母

所關心的。「望子成龍」總是父母的期盼，

暑假都會為子女安排多姿多彩的活動。但

作為基督徒的父母，我們所關心的，除了

下一代能健康成長，為將來前途的預備，更會想到的是他們屬靈

的需要。這實在非常重要，也是我們為兒女安排時間，當加注意

的地方。 

 

感謝神！在剛過去的兒童暑期聖經班，有不少弟兄姊妹的子女參

加，再加上葵芳村及弟兄姊妹所邀請的小朋友，約有 30 多位小朋

友。這三天的聚會中，不單透過唱詩、上聖經課…，讓小孩子更

多認識主耶穌和祂的救恩，還藉著不同的活動使他們更熟落及投

入。深願他們能從小認識聖經，早日蒙恩，並在神家中有美好的

成長。 

 

還有感恩的，就是在這次聖經班中，看見一些青少年屬靈生命的

確成長了！從前只在事務上協助，現今能在課堂上、領詩等學習

服事，盼他們日後在主裡更長進，在神的家中擔負起更大的責任。

更美的是，一些年長的肢體在膳食上一起參與服事，為神家的福

音工作一同擺上。老、中、青、少，肢體年紀有異，但彼此配搭，

何等美麗！何等感恩！ 

 

這暑假中，不單有兒童暑期聖經班，並且有香港青年特別聚會。

再一次感謝神！我們今年參加青特的人數比過往多，有些青少年

還是第一次參加。這次青年特別聚會跟以往的有點不同，就是講

台信息第一次全用廣東話，加上講員非常熟識香港青少年的情

況，以致信息的內容令他們更容易掌握和明白。此外，在見證分

享和交通分組裡，肢體分別都得著鼓勵及幫助，甚至有些因著這

次特會碰見主，生命有了轉變，甚願主能繼續使用祂的話。 

 

為了青少在青特後能繼續有屬靈的追求，我們特別安排了六次專

為青少年的查經聚會，盼望他們在神的話語上能更深札根，預備

自己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