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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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00 pm 
喜 樂 團：查經（七）  

仁 愛 團：屬靈書籍分享：傳記（ 5）  

 

 

 

主 

 

 

日 

9：00 am 

9：45 am 

11：15 am  

擘餅聚會 

見證交通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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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得救以後  

信徒造就信仰組：分享樂  

信徒造就生活組：分享樂  

聖 經 概 論 班：舊約—先知書 :但以理書 1-6章  

專    題    班：查經—哥林多前書  

恩    慈    團：主再來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吳錦明  

領詩：梁立勤  

司琴：莊梁婉琪  

梁錦豪  

劉靜薇  

曾俊輝  

黃王潔貞  

黃頌麒  

蔡潔雯  

梁立勤  

張文浩  

林永存  

馮貴滿  

張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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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九期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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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為著青年特別聚會禱告，求主使用祂的僕人對我們說話，盼更多的

青年人被主得著，也請記念各項的服事。 

三、 記念應屆畢業的弟兄姊妹之前路，求主賜他們信心，能以專心倚靠

祂。也記念在學的弟兄姊妹假期的時間運用，求主給他們愛惜光陰

的心。 

四、 記念身體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肢體，求主施恩扶持。 

 

聚會報告 

一、 下主日（七月廿九日）早上有見證交通聚會，今次的主題為「教會

事務服事的學習」，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 

二、 2018 年青年特別聚會已於 7 月 8 日截止報名。感謝主，這次不單

住宿的名額已滿，整體報名人數，也超越聚會廳所能容納的 300 個

座位，因此，晚堂未能接待沒有報名的弟兄姊妹臨時參加。弟兄姊

妹可於稍後，在網上下載有關信息，請弟兄姊妹繼續為青年特別聚

會禱告。若有負擔為特會奉獻（是次特會所需費用約四十二萬），

請把款項包好註明「青年特別聚會用」，投在奉獻箱內。 

三、 八月四日（週六）下午二時正，楊洛嘉弟兄及梁曉菁姊妹在循道衛

理聯合教會安素堂（九龍窩打老道五十四號）舉行婚禮，請弟兄姊

妹預備時間參加。 

四、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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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主用 — 續看主藉約翰所寫的啟示錄 (13) 

經文：啟示錄 16:12-21; 17:1-7,14-15, 18; 18:1-5     詩歌 357 首 
 

當使徒約翰在靈裏被提到神寶座前，看見繼第七位天使吹第七號，七位掌

管末後七災的天使，就把盛滿了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而當第六位天使把第

六碗倒在伯拉大河(幼發拉底河)上，河水就乾了。經上說這是要給那從日出之

地(東方)而來的眾王預備道路。這眾王在龍獸假先知那三個鬼魔的驅使下，要

聚集到哈米吉多頓，在神全能者的大日爭戰，與神百姓爭戰(參亞 14:2)，也就

是要與神爭戰。當然這只是撒旦的垂死掙扎。 

一、哈米吉多頓： 
這哈米吉多頓，舊約聖經稱米吉多，位於加利利省，耶斯列平原西的邊界

上，為古代迦南的商業中心和軍事重鎮，是米所波大米至埃及間的交通必經之

地，古時只要守住此米吉多，就能掌控埃及與巴比倫之間的要道，故為兵家必

爭之地。歷史上多次戰役均在此展開。約書亞率以色列人攻打迦南時，擊敗米

吉多王，奪得此城(書 12:21)；分配地業時此城與所屬市鎮，歸瑪拿西支派所得

(17:3-13)。這東方諸王在鬼魔的靈之驅使，要聚集在這哈米吉多頓與神百姓戰

爭，這場世界最末後的戰爭如何發生？列國為何要攻打耶路撒冷？這事與它的

結局，主若願意，往後我們再從神的話裏來思想。今天我們先來看第 17,18 章

裏所說的巴比倫大城。因為這正與末後日子的大戰爭有著密切的關係。 

二、宗教巴比倫： 
約翰再被聖靈感動，天使把他帶到曠野。他在那裏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

的獸上。那獸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那女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並以金

子寶石珍珠為妝飾的衣服。手拿金杯，杯中盛滿了她淫亂的污穢。在她額上有名寫

著：奧祕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這女人為大淫婦，坐

在眾水之上(1,15)，天使又對約翰說，她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可見這大淫婦，

她也就是巴比倫城。這巴比倫城，18 章再給我們看見她所曾有的光景，並最終的

結局。約翰所得的異象，不只給我們看見這巴比倫大城，到了 21,22 章，也給我們

看見另一座城，就是新城耶路撒冷。今天這世界正受著巴比倫城的影響，但我們屬

神的兒女，所嚮往的卻是新城耶路撒冷，巴不得她能早日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要明

白這巴比倫，我們還必須回到創世記 11 章，因那裏記載了她的起源。當時人的口

音都一樣，他們往東遷徙時，在示拿地看到一塊平原，就在那裏居住。之後，他們

可能受寧錄所煽動，因經上說寧錄他國的起頭就在那裏(8-10)。就彼此商議，建造

一座城和通天之塔，為他們揚名，也免分散全地。他們要在那城自我管理，自我經

營，要在那裏高抬人自己，表現人的智慧能力，甚至要自力通天。結果神伸手變亂

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把他們分散，致使他們建造的工程無法成就。

所以他們所要造的城就叫作「巴別」，意思就是變亂。這巴別也就是巴比倫。這巴

比倫明顯就是魔鬼的工作，目的就是為攔阻神的旨意。魔鬼似乎知道神的計劃，要

建造一座有根基的城，新城耶路撒冷，所以牠就搶先一步，煽動人興建巴比倫與神

對抗。自然牠的計劃與作為最終是失敗的。所以甚麼是巴比倫？巴比倫就是混亂，

這與神所建造的新耶路撒旦相反，耶路撒冷是純淨，是明如水晶。今天這世界臥在

撒旦手下，牠就是要給人製造混亂。人在巴別造的通天之塔，考古學家發現，裏面

刻了許多偶像。及後這地方巴比倫也是個充滿偶像敬拜之處，亞伯拉罕的父親原來

也是在這地方事奉與經營偶像的(書 24:2)。有研究巴比倫的學者說，這世界上所有

人造的宗教，都可追溯到這源頭。這 17 章裏的大淫婦，奧秘大巴比倫，巴比倫大

城，正就是預指有一天將有一個宗教的大聯盟出現。事實，這大聯合早已經在進行

中，天主教與更正教，已在致力彼此聯合，各宗教也在努力促進彼此的合一。這大

聯盟也會與政治聯合，她要騎在那七頭十角的獸上，天使告訴約翰這奧秘說，那七

頭就是七座山也是七位王，十角也是指十王。但最希奇的乃是約翰看見那女人喝醉

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他說：他就大大的希奇。難度約翰沒有見

過殉道者嗎？他自己不就是為神的道，並為耶穌作的見證而被逼迫、放逐嗎？為甚

麼還覺希奇？如果是猶太教，或回教逼迫基督徒，這並不會叫人覺得希奇，顯然約

翰所見這女人喝醉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這宗教的大聯盟是人以為

的基督教，她是以基督教的名義，基督教的形式出現。她名義上是基督教，但實際

上卻是喝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的。到那時，或很快就要出現，那對

主忠心，為基督作見證的，必將被殺，被這人看為基督教的世界的宗教所迫害。 

三、政經巴比倫： 
這大巴比倫不僅是個奧秘的巴比倫，世界性宗教的聯盟。她也是個政治經濟的

聯合體。這正是在 18 章裏約翰所見的異象，所給我們看見的。在這章聖經裏雖然

我們看見神對這巴比倫的審判，天使大聲的呼喊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

一天之內她的災殃要一齊來到，一時之間她的刑罰就來到了。地上君王商賈，曾因

她發達，歡樂的，也要因看見她的結局而哭泣哀號說：哀哉、哀哉，巴比倫；哀哉、

哀哉，這大城阿！因為這城要像大磨石，猛力被扔在海裏，決不能再見了。這地上

的人曾因這巴比倫得享榮耀富貴，奢華宴樂，作買賣的從其中得了大利，他們不僅

買賣金銀寶石，珍珠細麻，各樣極貴之物，連人口，人的身體和靈魂也為商品。每

個人都以為這是黃金時代，理想國度。豈料在神的時候，神大怒在七碗中向這地發

盡。這巴比倫大城怎樣的待人，神也要怎樣的待她，按她所行的加倍報應她。把盛

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她。這一切都要在哈米吉多頓，在那最後的戰爭了結。主對這

已長久在撒旦手下的地行審判，要收回這地，但祂的審判也是為眾聖徒眾使徒眾先

知，在牠身上伸他們的冤(20)。感謝神，雖然世上的君王要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

議，要敵擋耶和華並祂的受膏者，但我們的神，坐在天上的主要發笑，祂要在烈怒

中顯出祂的公義，審判。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寶座上說：「成了」(16:17)。

是的！一切都這成了。羔羊要得勝，祂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這些事既預先告訴我們，主更要我們如約翰聽見天上的聲音說：我的民哪，

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災殃(4)。主也提醒我們：看

哪！我來像賊一樣。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

了(16:15)。但願今天我們因主的話，能作個儆醒謹守的兒女，靠主分別自己，不

受這世界巴比倫大城，宗教的巴比倫，政經的巴比倫所迷惑。求主使我們都能作

個得勝者，等候並催促祂的再來。願主恩待我們。                 □ 黃漢先 



 

 

 

 

 

青少年的福音工作及服事 

 

今年教會往前的學習是禱告及傳福音。年初我們在禱告的學習上

有交通，並鼓勵弟兄姊妹更多參與在週二晚、週三早上及第三週事奉

交通會前的禱告會，一起為神的工作和神家的事同心儆醒禱告。接著

我們交通在傳福音上的學習，這是主耶穌復活後升天前囑咐的大使命

（太 28：19-20）；並且看到世界的局勢，知道主耶穌再回來的日子

已漸近，福音的門將會關上，但世上仍有何止千萬的人尚未得救，包

括我們的親人和朋友。願主的愛激勵我們，使我們更努力傳揚福音。

這次我們交通傳福音負擔的對像是青少年。 

 

一、青少年的福音工作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

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傳 12:1）這節經

文也提醒我們，當趁著青少年人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之時，就應將生

命之主介紹給他們認識。現今的世代邪惡、彎曲悖謬，青少年很容易

就被汚染、被屬世已扭曲的價值觀所影響，所以我們應趕快在他們未

被世界汚染之前，將福音傳給他們，使他們早早能得著主的救恩，接

受主耶穌作生命之主是至為重要。 

感謝主，擺在前面主為我們開了一度福音的門，李賢堯紀念中學

的老師讓我們可以參與他們聖經課的分享，使我們可以到那裏傳福

音；日後更有機會把學生帶到我們的聚會當中接受跟進、認識真理。

願主帶領我們在這所學校的福音工作，使更多人得著主的救恩；又求

主加恩加力給服事學生的同工們，使他們滿有主的同在和能力，將福

音傳揚。 

 

 

二、青少年的服事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

的智慧。」（提後 3:15）「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

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

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異端；」（弗 4:13-14）青少年人信主後，不是工作就

完了；應要使他們明白聖經真理，以至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在這十多年間，葵芳家多了很多新生的一代；感謝神，他們的父母都

願意把兒女帶到聚會中，讓他們從小認識聖經，當他們長大後也不容

易受世俗潮流影響，也不會被異教之風所搖動，仍站穩主的見證。但

仍有些父母不大注意兒女屬靈生命成長的需要，不著緊把他們的兒女

帶到主面前，沒有教導他們有自己的禱告、讀經及靈修生活；以及恆

常地帶領他們參加教會的聚會、主日學及團契。以致兒女漸長後就出

現很多思想及行為上的問題，更加上受到世俗潮流和價值觀的影響，

因而續漸遠離神，甚至被世界擄去。我們要看見這世代的青少年所受

的衝擊和影響是何等的大，所以我們不單要努力傳福音給青少年；更

要把他們帶在主裡面，好好服事他們，讓他們的屬靈生命有好的成

長，使他們日後成為貴重的器皿，合乎主用。 

 

禱告： 

一、為向這世代的年輕人傳福音禱告，求主賜給我們智慧，將他們帶

到主裡面，讓他們認識主耶穌，並接受主耶穌作救主。求主帶領我們

在李賢堯紀念中學的服事，願主得著更多青少年人。 

二、為神家中的青少年的屬靈生命成長禱告，求主使作父母的肢體看

重對他們的兒女屬靈的栽培；求主使這些青少年人對真道有更多的渴

慕和認識。 

三、為服事青少年人的同工們禱告，求主賜給他們智慧、愛心、耐心、

能力和體力，使那些青少年得到美好的栽培教導及教會生活，在主裏

的屬靈生命健康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