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哈該書第二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國契燒烤樂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新年團年飯＋肢體相交  

5：00 pm 
喜 樂 團：戶外＋開年飯  

仁 愛 團：自由交通／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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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真神  

成 年 慕 道 班：福音見証  

信徒造就信仰組：詩歌交通聚會  

信徒造就生活組：詩歌交通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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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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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錦明  

領詩：陳梓揚  

司琴：黃王潔貞  

呂思誠  

李潘笑慧  

李嘉齡  

潘周趣眉  

 

曾偉健  

陳吳詠思  

馮貴滿  

陳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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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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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二月廿五日的新春佈道會禱告，記念各項的服事（包括邀

請福音朋友、講道、領詩、司琴、陪談、招待、影音控制、禱

告、跟進工作等），求主捆綁撒但的工作，讓更多人前來聽福

音蒙主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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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著教會在加強禱告的學習禱告，求神興起更多的肢體為教會

的往前同心禱告，一起尋求和彼此守望。 

四、 郭安琪姊妹的母親郭麥麗嬋姊妹於二月六日在加拿大離世歸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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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音單張已預備，歡迎弟兄姊妹取用。 

二、 另外，教會預備了為福音朋友代禱的代禱便條，弟兄姊妹填寫

後，可投入副堂報名表的信箱內。 

三、 下主日（二月十八日）的事奉交通聚會，將提早在下午十二時

四十五分開始，請各崗位服事肢體注意，並依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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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該書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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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儆醒等候主再來（五）─ 儆醒和謹守 詩歌：362 首 

經文：帖前 5:1-28 

我們繼續從保羅給帖撒羅尼迦教會的勉勵，來看在跟隨主的路上，怎

樣儆醒等候主再來，作合乎主用的器皿。 

主的日子來到（帖前 5:1-3） 

「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

忽然臨到他們，」信徒對主再來其中幾種態度：一是置若罔聞，只顧自己

今生的享樂。這些人正如哈該書 1 章 2-5 節所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

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到。』那時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

說：『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

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他們只顧自己生活、享樂、名利，而不

關心神家的事，以及教會的建造和見證；另一是驚恐憂慮，不知自己可否

被提，而要留在大患難之中受苦；當然另有不少的信徒是忠心愛主的。保

羅在帖前第五章繼續勉勵這些人，要儆醒預備等候主的再來。 

儆醒等候主來 

１．行在光中（帖前 5:4-5） 

保羅安慰那些忠心愛主的人不須怕大患難的來臨，因他們是光明之子，都

是白晝之子，他們不是屬黑夜的，所以他們不會落在大患難裏。我們是光

明之子，光明之子該有什麼表現呢？ 

ａ、我們是世上的光（太 5:14-16） 

我們是世上的光，我們的光當照在人前，而不是隱藏的；叫世人看見

我們的好行為（指為神作的好見證），便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ｂ、披戴主耶穌基督（羅 13:12-14） 

我們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就是要披戴主耶穌基督。

行事為人要端正，不可荒宴醉酒、好色邪蕩、爭競嫉妒、放縱私慾。

我們要活出基督的生命，以祂為彰顯，以祂為誇耀。 

ｃ、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腓 2:14-16上）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

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２．不睡不醉（帖前 5:6-7） 

「睡」靈裏昏睡，以致靈不敏銳，易受世界吸引。「醉」屬靈沉醉，以特別

的經歷代替了主。「不睡」是要儆醒，免得入了迷惑；「不醉」是為謹守，

遵行主的教導。所以我們要不睡不醉，總要儆醒謹守。 

３．有信愛望（帖前 5:8） 

「信」用神的信實來保護我們對神的信心，以至於在患難中也不失去對主

的信心。「愛」用神的慈愛來保護我們對神的愛心；神對我們的愛是不改變

的愛、至死的愛。「得救的盼望」神的應許是最堅固的盼望。神的救恩是永

遠的、全備的，我們的靈、魂、身體都必得拯救。 

４．為主而活（帖前 5:9-10） 

一方面：這裏說出神預定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救，祂替我們死，

叫我們無論在祂來以前死了，或者祂來的時候，我們還活著，我們都要與

祂同活，一同被提到雲中與祂相會。另一方面：「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

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林後 5:15）

所以我們在今世的日子，每一天都應是為主而活。 

５．互相建立（帖前 5:11-15） 

帖前第二章說到，我們應是以弟兄姊妹為我們的盼望、喜樂和冠冕；甚願

主耶穌再來時，弟兄姊妹在祂面前能站立得住！所以保羅在此再提醒我們

在等候主來時，應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 

ａ、首先，我們要敬重那在我們中間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裏面治理我們、

勸戒我們的。又因他們所作的工，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並要彼此和

睦。 

ｂ、其次，我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隨己意而行的人）；勉勵灰心的人，

扶助軟弱的人，幫助這些人好好倚靠主；也要向他們忍耐。 

ｃ、並且我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惡報惡；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

眾人，常要追求良善，就是追求主自己，惟有主是美善的。 

６．遵主旨意（帖前 5:16-18） 

ａ、要常常喜樂。遇到開心的事當然喜樂，但若遇到苦難又怎能喜樂呢？

有一次，彼得和使徒們因傳揚主被捉拿，差點兒被公會的人殺了，後

來因迦瑪列說了些話，公會的人打了他們後，就釋放了他們：「他們離

開公會，心裏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徒 5:41）他們心裏歡

喜，是因為主看他們是配為主的名受辱；主看我們配為祂的名受辱嗎？

「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甚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

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彼前 2:20）所以「我的弟兄

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

過試驗，就生忍耐。」（雅 1:2-3） 

ｂ、不住的禱告。即是不停地、不中斷地、持續地禱告，這是生命的禱告，

生命是不會停止的。即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我們都可以禱告。 

ｃ、凡事謝恩。保羅與西拉，雖然他們被拷打，下在監裡，他們仍然能“唱

詩讚美神”（徒 16：22-25） 



這三方面是有一個互動的牽引：當你常常喜樂，你就會不住的禱告，並且

凡事謝恩；另方面當你不住的禱告，你就會常常喜樂，以及凡事謝恩；當

你凡事謝恩，你就會常常喜樂，而且不住的禱告。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

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

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 4:4-7） 

７．隨靈而行（帖前 5:19-22） 

ａ、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 5:25）「你們從主所

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

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著恩膏的教訓，

住在主裏面。」（約壹 2：27） 

ｂ、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一）先知正確的講論是因聖靈的感動而產生的；所以藐視先知的講

論也就相當於銷滅聖靈的感動。 

（二）聽道而又行道，就是重視先知的講論。 

「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裏。若將從

起初所聽見的存在心裏，你們就必住在子裏面，也必住在父裏

面。」（約壹 2：24） 

ｃ、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凡事」當然是指一切的事，但這裏特

別重在指先知所有的講論；「察驗」意指考查聖經，在聖經全面且平

衡的光中，驗證先知的講論是否符合聖經的教訓(參徒 17:11)。「善美

的要持守」這裏不是講行為的善惡，而是指先知的講論(參 20節)，經

察驗後肯定符合聖經原則者為善美，我們就要遵守。 

ｄ、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作。 

（一）假借神的名義說話行事，使眾人誤會了神的心意，這是最惹神

憎惡的事；我們務要禁戒不作。 

（二）信徒經過察驗（參 21節）之後，確定了某些事和某些話並不符

合神的心意，不討神喜悅的，便不該為著任何理由，包括為了

討人的喜歡，勉強自己去作。 

８．彼此代禱（帖前 5:23-25） 

就是保羅也請弟兄們為他們禱告，何況我們呢！（彼前 4:7）「萬物的結局

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在末後的日子，為主作見證

會更加艱難；我們實在要為教會、為弟兄姊妹、為自己更多的擺上禱告「靠

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 6:18） 

總結： 

儆醒等候主再來（一）─ 信心的等候（帖前 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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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帖前第二章說到弟兄姊妹是我們的盼望、喜樂和冠冕；我們更是盼望主耶

穌再來時，他們在祂面前能站立得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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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帖前第三章那裡說出在我們等候主再來時必會遇到患難！主的話讓我們在

患難中能忍耐、心裏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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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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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

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2:21） 

儆醒等候主再來（四）─ 勉勵和勸慰（帖前 4章） 

帖前第四章保羅有四方面的勉勵和勸慰：1、勉勵我們成為聖潔；2、勉勵

我們彼此相愛；3、勉勵我們作安靜人，親手作勤力事；4、勸慰憂傷的人。 

儆醒等候主再來（五）─ 儆醒和謹守（帖前 5章）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裏，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你們都是光

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所以，我

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帖前 5:5-6） 

儆醒和謹守：一、行在光中；二、不睡不醉；三、有信愛望；四、為主而

活；五、互相建立；六、遵主旨意；七、隨靈而行；八、彼此代禱。 

儆醒等候主再來：作合乎主用的器皿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

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

的，祂必成就這事。」（帖前 5:23-24） 

 

□ 陳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