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彌迦書第七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主題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查經  

5：00 pm 
喜 樂 團：主題查經（十九）  

仁 愛 團：生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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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復活與我何干？  

成 年 慕 道 班：福音見証  

信徒造就信仰組：基督徒生活（一）  

信徒造就生活組：敵基督（一）  

聖 經 概 論 班：新約─保羅書信(I): 羅馬書選讀  

專    題    班：教會歷史（四） : 中國教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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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福生  

領詩：陳偉忠  

司琴：黃王潔貞  

呂思誠  

李潘笑慧  

李嘉齡  

張慧萍  

曾偉健  

陳小玲  

陳偉忠  

張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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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十月八日  第三十卷第四十一期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剛過去的家長福音日感恩，求主繼續吸引家長前來聚會，叫

他們更多認識主蒙主拯救，也請記念跟進的工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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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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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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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五(十月十三日)晚上七時三十分開始，在尖沙咀聚會所有一

連三天的特別聚會，由于宏潔弟兄負責傳講信息，詳情請參閱教

會報告板。 

二、 下主日(十月十五日)下午二時正有事奉交通聚會，聚會的第一段

時間將交通成人主日學的服事學習，請所有有崗位服事的同工依

時出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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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彌迦書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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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基督 (四) 同心合意               詩集:112 首 

經文：帖前 3:1-13 

讀經 :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 11:1） 

「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祂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林前 2:16）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

裏，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

福音齊心努力；」（腓 1:27）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

有甚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

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

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

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 2:1-5） 

（一）基督耶穌的心腸 

當我們重生得救，得著神兒子的生命，聖靈就住在我們裡面，在凡事

上教導我們，讓我們漸漸認識屬靈的事，明白神的旨意，心意更新而變化，

體會並進入主的心腸，漸漸被模成神兒子的形象。神的話清楚表明信徒必

須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決心每一天都過着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的生活，

成為習慣。這個「心」的意思包括心思、情感、和理智。當我們學習凡事

像主一樣以天父的事為念，就會曉得選擇事物的優先次序。我們要有主一

樣的價值觀，才能作岀主所喜悅的決定。唯有當我們領悟主的愛和犧牲是

那麼的長闊髙深，才能感受到主對人的愛意和憐憫的心腸。那麼耶穌的心

是什麼樣的呢（腓 2:5-11）？ 

1. 不強奪、反倒虛己（謙卑的心） : 為了遵行天父旨意，甘心把合理的

享受、應有的權利放下。 

2. 取了奴僕的形像（服事的心） :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3.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犧牲的心） : 基督耶穌徹底和完全的順服神，

以至死在十字架上。是真的為人犧牲，看人為寶貴。 

4. 結果 : 神將祂升為至高，使榮耀歸與父神。故此我們應當效法基督，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遵行父的旨意，最後叫主的名被高舉，叫神得榮

耀。 

（二）耶穌基督的掛心 

約翰福言記載了十三至十六章主耶穌最詳盡的臨別訓言之後，十七章

是主的禱告。許多解經家將本章的禱告，稱作『大祭司在至聖所裏的偉大

禱告』。主在地上已成全了父神所託付的事，叫神得榮耀。榮耀的內容貫穿

整章聖經。衪緊接著為門徒禱告，其中有五次提到合而為一，四次是信徒

的合一，可見信徒的合一何等重要，故此主一而再的向父祈求: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阿，求你

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約 17:11）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

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

可以信你差了我來。」「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

一，像我們合而為一。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

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約

17:20-23） 

信徒的合一為何如此重要? 因為: 

1. 信徒的合一是三而一的神的見證 

2. 信徒的合一叫世人可以信父差子到世上來 

3. 信徒的合一見證神的愛 

4. 信徒的合一見證神的榮耀 

主不但為當時的門徒祈求，祂也為以後相信基督的，包括你和我祈求。 

（三）信徒的合一彰顯神的榮耀 

真實的合一，惟有在三一神的生命裏面才能達致。神作工的目標是使

萬有都歸於一（參弗一 10），而神作工的結果是彰顯祂的榮耀（參弗一 12）；

如果神的兒女不先進到合一裏面，萬有也就不可能歸於一裏，所以神兒女

的合一是彰顯神榮耀的關鍵。只有教會在基督的名裏合而為一的時候，三

而一的神才能在教會中得著完滿的榮耀。主耶穌這個為信徒合一的禱告已

蒙垂聽，在五旬節聖靈澆灌的那天，眾聖徒被浸成一個身體。這裡『完完

全全』原文是『被成全』（may be perfected），即是基督徒雖然有「一」的

生命，但因著仇敵的攻擊和個人的血氣，信徒的合一受到干擾，故仍尚待

成全；合一的完滿表現，有待你我完全順服裏面的主。當我們願意讓基督

在裏面掌權作主，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才能被成全到真正的合一。基督

徒分門別類的情形，與三一神的生命背道而馳。基督教分成各宗各派，雖

有歷史的淵源，但在神面前，乃是虧缺了祂的榮耀；在世人面前，也失去

了令人信服的見證。 

（四）教會合一的表現 

1. 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只要你們；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

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腓 1:27） 



2. 在基督裏的勸勉 : 信徒間需彼此勸勉、鼓勵。對於軟弱、失敗的人，

應當有同情和體諒的心。 

3. 愛心的安慰 : 帶著溫柔的言語、在愛中說誠實話（弗四 15）、讓人感受

到同情和支持。 

4. 靈裏的交通 : 在聖靈裏彼此相交、願意分別時間、生命的交流、經歷

的分享、同得造就。 

5. 心中的慈悲憐憫 : 內在情感，有同情心；「憐憫」仁慈，憐恤、扶持、

幫助。 

6. 同一的心志 : 信徒心思和意念，應當朝向相同的方向和目標。基督徒

的思念和情感是以基督為中心。信徒之間應當愛心相同，不該厚此薄彼，

否則必造成彼此不和。 

（五）同心合意的阻礙(3~4 節) 

要留意兩個「不可」、兩個「要」 

1. 不可結黨 : 不埋堆、不自私，不偏袒、不高抬自己或某人、處事一貫、

不會因人而異。 

2. 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 凡是顯明的，希望眾人皆知的，都是「虛浮的榮

耀」。只顧自己面子和別人的掌聲，而不顧神的稱許，會使我們失去客觀

公正的態度，不以真理為處事、互不相讓。 

3. 要存心謙卑 : 正確評估自己的態度，不自負，不自誇，不為自己留地位。

看別人比自己強、識得欣賞別人的長處、虛心接納和肯定別人，知道自

己有不如別人的地方。我們若看別人身上的基督（長處），而看自己身上

的老我（短處），就能「看別人比自己強」。「存心謙卑」，是針對結黨與

貪圖虛榮的藥方，也是達到合一最有效的途徑；驕傲的人很難相處，是

合一最大的障礙。 

4. 也要顧別人的事 : 信徒應當顧念別人的需要，但對待自己的需要，卻不

可凡事依賴別人，而要自己盡力，並且仰賴神的幫助。神容許我們各人

都有或多或少的缺欠，藉著肢體彼此相顧，使所有的缺欠都能得到補

正。 

（六）總結 

我們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相稱，並且同有一個心志，努力傳福

音，作主的見證。就算面對任何衝擊、都靠主站立得穩。喜樂與滿足，並

非外面事務的興盛，而是教會真實的合一。我們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二

為一的心。教會的同心，信徒被建立、福音被廣傳、叫主的心喜樂、仇敵

蒙羞、神得榮耀。 

□ 梁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