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哈該書第一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詩歌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查經  

5：00 pm 
喜 樂 團：詩歌分享  

仁 愛 團：讀經交通：約書亞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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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福樂  

成 年 慕 道 班：福音查經  

信徒造就信仰組：罪與罪行（二）  

信徒造就生活組：讀經生活（二）  

聖 經 概 論 班：舊約─詩歌智慧書：箴言選讀  

專    題    班：受苦是對我有益的  

恩    慈    團：認識我們的聚會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陳福生  

領詩：張文浩  

司琴：陳梓揚  

何家俊  

于潔蓮  

陳銳明  

陳左少容  

張嘉宜  

陳顥渟  

張文浩  

梁景法  

何家俊  

梁耀明  

譚樹恩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葵芳基督徒聚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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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852）2424 3289  傳真：（852）2494 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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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 ： info@kfca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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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請記念 2 月 25 日的新春佈道會，求主預備弟兄姊妹的心志、在

各樣的服事及邀請福音朋友上同心合意擺上，把人帶到主面

前，讓主得著更多人。 

二、 為著教會的主題學習代禱，求神藉聖靈更多在我們心裡作工，

好讓我們在新的一年更好追求主，預備自己，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三、 為著教會的各團契聚會禱告，求主讓我們在肢體相交上有更好

學習，好在主裡彼此扶持同走天路，也請記念各團服事的肢體。 

四、 張陳珍妮姊妹的父親陳主常弟兄於一月十一日離世歸主，安息

聚會將在 2 月 3 日（週六）在台灣高雄市的前金長老教會禮堂

舉行，求主安慰姊妹的家人及帶領安息聚會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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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定於二月廿五日（主日）上午十一時正，有新春佈道會，

請弟兄姊妹為聚會及各樣服事禱告，並盡早邀請親友參加。 

二、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哈該書第一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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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主用 — 續看主藉約翰所寫的啟示錄（9）   

經文：啟示錄 12：1-5，10-11；14：1-5       詩歌：374 首 

 

感謝主，仍給我們日子來享用祂的恩典，更給我們機會來裝備，好作個正
如今年教會的主題「合乎主用」的人，以等候並催促主的再來。環顧世局，主
的再來真是近在咫尺，如主的話說，是已在門口了。但為何今天主還未回來？
這一面是主的恩典，讓世人可在這「悅納的時候，拯救的日子」（林後 6：2），
有蒙恩的機會。所以教會理當努力的傳福音。但另一面，也是因著教會還未長
成，以至我們的主未能回來迎娶新婦。 

一、 婦人所生的男孩子： 

無疑，從起初教會的建立，由第一世紀至今，福音從耶路撒冷，藉著使徒
們，藉著信主的人是傳到各處，使不少人因信得救了，教會在量上是增加了。
然而教會在質上卻未見成長。相反地，歷史給我們看見，教會的光景更是每況
愈下。如此，主怎能回來？據說從前曾有人問倪柝聲弟兄，教會怎樣才能長大
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以達成主的回來？他說，是藉著得勝者。感謝神，
祂所定的旨意從不失敗，祂今天所等候，所要得著，使祂的旨意能早日完成的，
正是這男孩子—得勝者的出現。我們已經說過，約翰所見天上現出的大異象，
這懷了孕，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叫的婦人，乃指著教會。雖然按著本質，她
是榮耀的，屬天的，她穿著天上的榮耀，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
冠冕。但可惜教會卻未能讓主的心滿意，這原應在地上作主見證的器皿卻失敗
了。即便還在第一世紀，那在小亞西亞的七個教會，除了士每拿和非拉鐵非，
其餘的沒有不被主所責備。如此，好像主的旨意，祂要得著的無法成就了。但
感謝主，祂不失敗，也不失望，祂在各教會中呼召得勝者。這呼召不只是當日
對那小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也是對歷世歷代的教會，因為聖靈的話是向眾教會
說的，是對凡有耳可聽者所發的。只是誰是得勝者，誰能作得勝者？就是那聽
見了聖靈的呼召而作出回應的。以弗所的教會被責備，因為她把起初的愛心離
棄了。主呼召他們應當回想從那裏墜落，並悔改行起初所行的。換言之，在以
弗所的得勝者，就是聽見主這樣的話，肯起來答應主的要求者。別迦摩的教會，
主說他們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導，吃祭偶像之物，行姦淫的事，並尼哥拉一黨
人的教訓。主呼召他們悔改。換言之，那得勝者就是不服從這樣的教訓，是堅
守主的名和主的道者。這七個教會的光景，可說同樣發生在歷世歷代的教會，
而主所呼召的得勝者，就是在所在的教會中顯出主所要求的生活，作主的見證。 

得勝者從何而生？主在那裏呼召得勝者？不錯，乃是在教會中。我們不要
以為教會光景不正常，軟弱了，沒有盼望了，我們離開好了。不！要作得勝者，
就必須仍生活在教會中。一個目不識丁的母親，可以生出一個博士的兒女。相
反一個富裕的家，可能長出敗家子。關鍵在於有否進取的心。教會要能生出得
勝者，也在於我們聽見主的呼召，我們是否願意答應主的要求。 

再者，得勝者是能影響天的。因為當那男孩子一被提到神寶座，天上就有
爭戰了，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就把撒旦打敗，把牠摔在地上了。並且
神救恩能力國度並基督的權柄就來到了。主的話不是說，凡你們在地上捆綁

的，在天上也就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嗎？（太 18：
18）。所以教會的禱告何等重要，我們理當為主所要得著的禱告。好叫得勝者，
這男孩子早日出現，使撒旦早日被打敗。撒旦不只是迷惑普天下的，牠更是畫
夜在神面前控告我們的。而我們怎樣才能勝過這惡者？感謝主，弟兄勝過牠是
因羔羊的血。不是我們自己能，我們事實都是軟弱失敗，是有被控告之處之可
能的，但主的寶血永遠是我們的得勝。和自己所見證的道。我們所見證的是誰？
豈不就是主自己嗎？我們宣告主的得勝，撒旦就要失敗了。他們雖至於死，也
不愛惜性命。性命，指我們的魂生命，換言之，這說出我們所付出的代價，得
勝者，就是不顧惜自己，是願意對付自己的。  

二、與羔羊在錫安山者： 

在第十四章裏，約翰又看見一景像，羔羊站在錫安山，同祂有十四萬四千
人。這些人是誰？第七章裏也記載有十四萬四千人，但那是指著以色列十二支
派中受印的人數。這裏的他們的額乃寫上基督和父的名。第四節說，他們是初
熟的果子。15，16 節說：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著
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
於是那坐在雲上的，就把鐮刀扔在地上，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這乃是大的
收割，但在這大收割之先，有些初熟的首先被收取，帶到神面前。所以這些人
顯然是指教會中的得勝者。這十四萬四千有認為是個實在的數目，但讀經者更
多認為是個象徵的數字，十四萬四千乃是十二乘十二的倍數。十二乃代表永遠
的完全，所以這一個數目，就是指完全中的完全。這些人是從人間買來的，他
們與羔羊一同站在天上的錫安山（來 12：22）。他們唱新歌，這歌按第五章所
記是救贖的歌（9），但在這裏說，除了這些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可見他們
能唱這歌是他們從經歷裏學來的。說明他們在地上與主的關係，對主救贖的認
識與經歷。他們為甚麼能作初熟的果子，被提取歸與神和羔羊？果子的成熟，
在於吸取地裏的豐富，也在於在陽光下晒烤至成熟。這些人必然是與主更親
近，常住在主裏面，也讓自己放在主的手，主所量的環境裏，學習十字架的功
課，所以生命更快的成長。 

在這裏更形容他們原是童身，未曾沾染婦女。這是指他們向著主存著純一
清潔的心，他們的生活不被世界，被主之外的人事物所沾染。他們跟隨羔羊，
無論祂往那裏去，他們都緊隨不捨，換言之，羔羊就是他們一生的目標，祂的
道路也就是他們的道路。再者，他們口中察不出謊言，是沒有瑕疵的。換言之，
他們是誠信真實的。這樣的形容本是用在主身上的（3：7，14），但現在放在他
們身上。顯然說出了他們的生活是活出了主的生命，主的樣式。這些人正是主
的見證，是得勝者。不管是男孩子所指出的得勝者，或這十四萬四千人的得勝
者，這些得勝者，都是叫主的心滿足者，他們也是能合乎主用，叫祂的旨意能
早日成全的。 

今天教會雖然軟弱，不能讓主的心滿意，然而為著主的旨意，主向教會發
呼召，祂急切盼望的是那聽見了聖靈所說的話，而願意作出回應的人。不錯，
有一天所有在田裏長成的，都要被收割，但是今天主所渴慕的卻是初熟的果
子。但願我們都能體貼主的心意，都能起來，將心歸主，作個討主喜悅，願意
成為合乎主用的人。但願我們都能在那得勝者的行列中。催促並帶進主早日的
回來。                        □ 黃漢先 



時光飛逝，2017 年轉眼又過去，感謝

主過去一年保守我們得平安。新年伊

始，求主賜我們智慧的心，懂得數算

自己的日子，以免虛度光陰，辜負主

對我們的期望，浪費生命。過去一段日子，弟兄姊妹心裏

都有很強烈的感覺，就是主再來的日子實在近了。因此，

我們要好好裝備自己，持守主所托付的見證（徒一 8），準

備好迎見 神。經過一段禱告、等候和交通後，主將聖經

提摩太後書二章 21 節「合乎主用」這句話放在同工們的心

裏，並且覺得須要從兩方面去學習。 

 

(一) 儆醒禱告 

如何方能合乎主用? 我們要回到聖經，留意 神的旨

意和作事的法則。「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

守，儆醒禱告。」（彼前四 7）。神的話提醒我們在末世生活

應有的態度（謹慎自守）和有效處事的方法（儆醒禱告）。

我們要頭腦清醒，不要被迷惑，要常常禱告，凡事單單仰

賴 神的引導和供應。藉着禱告與 神同工，是 神作事

唯一的法則。這也是歷世歷代敎會復興， 神兒女們最真

實的體驗。「….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

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四 6）教會非常需

要代禱的人，不斷地守望，保守弟兄姊妹，抵擋仇敵的攪

擾。「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

在破口防堵，使我不滅絕這國，卻找不着一個。」（結廿二

30） 求主在我們的身上作工，在新的一年立志成為一個代

禱的人，捆綁仇敵；為着 神的旨意、 神的國降臨、 神

的榮耀奮勇爭戰。 

 

(二) 福音要傳遍天下 

主耶穌甚麼時候再來沒有人知道，因為主親口說：「那

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

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太廿四 36）但主卻告訴我們末

期來到的一些現象和條件，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衪所吩咐的

大使命:「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

後末期才來到。」（太廿四 14）求主擴張我們的胸襟和視野，

為福音傳遍天下而擺上自己的一份。敎會歷史記載了許多 

神所用的僕人，他們可能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職事，但

專心不懈的禱告卻都是一樣。我們要加強為教會努力傳福

音禱告，求主準備各人的心志和拓展新的福音工場，進一

步鞏固在老人院及學校的福音工作。十九世紀 神所大用

的僕人—慕安得烈弟兄曾說天上的第一個定律就是 : 祝福

和能力的多少，是根據於禱告的多少。他更感觸地指出：

「 神尋找代禱的人。 神詫異無人代求（參賽五十九

16）。千萬靈魂正在淪亡，代求是世界惟一指望。」 

 

教會往前的準備 — 加強禱告的學習 

教會為鼓勵更多的弟兄姊妹分別時間同心禱告，一起

尋求和彼此守望，將會有以下的安排： 

1、 由二月份開始，逢週二的讀經祈禱會，每月第一個週二

會專注禱告，其他照常是讀經祈禱會、但按聖靈的引導

及服事需要，可改為禱告聚會。 

2、 第三週事奉交通聚會，先有禱告時段（下午 2:00-2:30），

所有服事的肢體同心記念天國的福音和 神家的需要。 

3、 每週三上午 9:30-10:30 如常有早禱會。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

家。若有講道的，要按着 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的，

要按着 神所賜的力量服事，叫 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

得榮耀。原來榮耀、權能都是祂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彼前四 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