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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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福音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福音聚會  

仁 愛 團：福音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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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信仰 

成 年 慕 道 班：福音見證 

信徒造就信仰組：神救贖的計劃 

信徒造就生活組：認識聖靈 

聖 經 概 論 班：新約  —  保羅書信（II）  

專    題    班：《基督的學校》史百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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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思誠  

杜楚珊  

梁永健  

陳碧媛  

陳梓晞  

陳小玲  

莊志偉  

魏浩偉  

呂思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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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五日  第三十一卷第十五期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本週六的福音聚會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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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著剛過去的兩次專題聚會感恩，求主繼續使用當中的信息，使更多的青

少年被主得著。 

三、 為面對公開考試的青少年弟兄姊妹禱告，盼他們能更多倚靠主，更多經歷

神的同在和恩典。 

四、 記念身體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肢體，其中有鄧陳群姊妹，求主施恩扶持。 

聚會報告 
一、 教會定於四月廿一日(週六)下午三時正有福音聚會，題目為「你忙甚麼呢﹖」，

由何仲柯弟兄負責傳講，請為聚會及各樣服事禱告，並盡量邀請親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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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今天下午二時的事奉交通第一段時間，Austin 弟兄及林惜雲姊妹會繼續交通

在印度的福音工作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及代禱事項，請所有有崗位服事的同工

依時出席，在禱告裡同心記念在印度的福音工作和主的見證。 

三、 四月廿九日 (主日)早上有見證交通聚會，今次的主題為禱告學習(關乎為福音

工作禱告這方面)。另外，為著讓肢體有更多相交的機會，當天除兒童主日學、

少年班、青年慕道及成年慕道班外，將有分組交通的安排。 

四、 還有，當天在分組交通後有愛筵的安排，請弟兄姊妹按所參加的主日學班別

來報名，若未有參加主日學的弟兄姊妹，可在副堂教會佈告板上的《非主日

學報名表》上報名。 

五、 兒童主日學的親子日營將於 5 月 1 日(週二 公眾假期)在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舉行，請於今天內把回條填妥交回，詳情可聯絡各班的兒童主日學導師。 

六、 下主日 (四月廿二日)下午四時正，葉冬寧弟兄及黃淑玲姊妹在葵盛圍信義會

天恩堂舉行婚禮，請弟兄姊妹預備時間參加。當天預備了一部旅遊車接載有

需要的弟兄姊妹前往，請於當天下午三時十五分到達聚會所集合。 

七、 本週二晚為禱告聚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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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祂裡面生根建造                       詩歌 227 首 

基督徒必須成長，都要在基督裡「生根建造」，方能被主所用 

西 2:6-7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祂而行，在祂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

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遵祂而行(Walk in Him) : 生根(Rooted in Him), 建造(Built in Him), 信心堅

固(Faith in Him) 

(一) 扎根的人生 
耶 17:5-8 耶和華如此說：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離棄耶和華的，那人有禍了！
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見福樂來到，卻要住曠野乾旱之處，無人居住的鹼地。倚
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樹栽於水旁，在河邊扎根，炎
熱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而且結果不止。 

A. 兩種的人生： 
1. 沙漠的杜松 
2. 栽於水旁的樹 

B. 慎防以色列百姓所作的惡事 
耶 2:12-13 諸天哪，要因此驚奇，極其恐慌，甚為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
因為我的百姓作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
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二) 扎根的生活 

A. 住在主裡面 

與主建立新關係 

約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
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 
住、常在【3306】abide, dwell 
1) 停留、居住、不離開、繼續存活, 持續 
2) 常在“menein”更貼切的翻譯為「緊密連繫」 
神找到居所，我們也找到居所 
摩西所建的會幕 
出 29:45-46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間，作他們的神。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華
─他們的神，是將他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為要住在他們中間。我是耶和
華─他們的神。 
大衛為神尋得居所 
詩 132:1-5 (上行之詩。)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大衛所受的一切苦難！他怎樣
向耶和華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許願，說：我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
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等我為耶和華尋
得所在，為雅各的大能者尋得居所。 

B. 扎根在主的話裡 

1. 「你所念的你明白嗎？」 
徒 8:29-31 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裡，
聽見他念先知以賽亞的書，便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白嗎? 他說：沒
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於是請腓利上車，與他同坐。 

2. 猶太人錯過了什麼？ 
約 5:39-40 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
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Message bible】 39 "You have your heads in your Bibles constantly because 
you think you'll find eternal life there. But you miss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These Scriptures are all about me! 
40 And here I am, standing right before you, and you aren't willing to receive 
from me the life you say you want. 

3. 讀聖經應有的態度 

a. 謙卑受教—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

樣。(賽 50:4) 

b. 倚靠聖靈—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約 16:13） 

c. 遵行主話—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

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

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太 7:24-25) 

C. 扎根在神的家裡 

1. 從「外人、客旅」轉變為「神家裡的人」 
弗 2: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 

2. 我們是栽於耶和華的殿中，才得結實 
詩 92:12-14  義人要發旺如棕樹，生長如利巴嫩的香柏樹。他們栽於耶和
華的殿中，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裡。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
汁漿而常發青。 

3. 在神的家中找到什麼？ 

a 神的同在  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

在他們中間。(太 18:20) 
b 神在說話  所以，全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若都作先知講道，偶然有

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進來，就被眾人勸醒，被眾人
審明，他心裡的隱情顯露出來，就必將臉伏地，敬拜神，
說：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林前 14:23-25) 

c 向神敬拜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弗
5:19) 

d 明白主愛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弗 3:18) 
e 愛中建造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 4:16) 
4. 我可願作家奴？ 

出 21:5-6 倘或奴僕明說：我愛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兒女，不願意自由出
去。他的主人就要帶他到審判官（審判官或作：神；下同）那裡，又要
帶他到門前，靠近門框，用錐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遠服事主人。 

總結： 

求主給我們看見教會前面的需要，神需要有合乎主所用的器皿，甚願我們每

個人的生命需要成長、成熟，要在基督裡面生根建造，預備好成為主所用的器皿。 
                                □ 鄧柏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