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禱告聚會（為家長福音日的跟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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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四）愛心要行動  

仁 愛 團：讀經交通：約書亞記（ 9）-（ 20-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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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罪  

成 年 慕 道 班：認識我們的神（ 1）  

信徒造就信仰組：齊來讀聖經（五）  

信徒造就生活組：真理辨析（四）  

聖 經 概 論 班：新約–其他書信、啟示錄、彼得前書 

專    題    班：《教會的正統》倪柝聲著  

恩    慈    團：健康飲食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容錦泉  

領詩：張文浩  

司琴：陳梓揚  

何家俊  

劉靜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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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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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九期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明天的家長福音日禱告，求主使用這聚會，叫更多的家長

蒙主拯救，也請記念當中的各樣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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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著教會在學校的福音工作禱告，求主帶領，盼讓更多中學生

認識耶穌，能在年青階段便被主得著。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求主施恩扶持。 

聚會報告 

一、 明天（十月一日、公眾假期）上午十時三十分，有家長福音日，

題目為「金色的人生」內容包括唱詩、福音信息及午膳。請已

報名者於當天依時出席，也歡迎弟兄姊妹邀請家人參加早上的

福音聚會。 

二、 十月十二日（週五）至十四日（主日）在尖沙咀聚會所繼續有

密集讀經聚會，由于宏潔弟兄負責交通《利未記》，詳情請參

閱教會報告板。 

三、 本週二晚為禱告聚會（為家長福音日的跟進禱告） 

四、 今天場地整理：青年弟兄姊妹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時候減少了                          歌集198首 

經文：林前七29-31 

感謝主我們能夠再一同在主日聚集，雖然上主日受颱風影響弟兄姊

妹要留在家中，但利用網路平台卻仍能收看信息一同追求，盼望今天早

上我們能繼續往前學習主的話。 

在哥林多前書七章中，保羅特別提醒弟兄姊妹「時候減少了」，勸

勉各人調整生活的態度，預備等候那將來的國度！是的，在過去這段時

間神的眾僕人一再提醒我們，主回來的日子已經非常近，現在正是「黑

夜已深，白晝將近」的時候，「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

遲延」！當此緊張關頭，屬神的子民應當自省：到底今天我們愛慕的是

現今的世界還是要來的國度？今天追求的是地上的物質還是天上的福

樂？假如我們不自覺地把眼目定睛在今天地上的事物，那實在仰望主的話

喚醒我們沉睡的心，使我們回轉過來快跑跟隨主，預備迎接主的降臨！ 

 

一）時候減少了 

從聖經的教導我們認識到人的生命非常有限，大衛對神說「耶和華

啊，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終，我的壽數幾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長。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詩三十

九 4-5）摩西嘆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詩九

十 10）在如此有限的人生中，人認識到時間非常寶貴，並且許多事情發

生非如人意。雅各指出「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

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

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雅四 14-15）摩西明

白到要在變幻莫測之中叫短暫的生命不虛度，必須尋求至高者的智慧，

因此他禱告神「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

的心」（詩九十 12）有人曾經估算，現代人每天要花大概二十小時在讀

書和工作、休息和睡覺、日常吃喝及交通走路上，餘下可用的不過廖廖

可數；如果按香港人經常加班工作或課餘補習作考慮，恐怕每天餘下可

用的只有約一小時。然而哥林多前書七章這裡所說的，卻並非指我們每

天的時間如何運用。 

保羅說「時候減少了」，下面 31 節馬上指出「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

要過去了」，保羅的意思：雖然現今這世界還在，一切看來還要繼續下

去，然而當那一天到來，現今這世界的樣子就成為過去。熟悉原文的人

告訴我們「因為時候減少了」中「減少」一詞（原文編號 G4958）有包

裹、短促、減少的意思，在新約只出現兩次，另一次在使徒行傳五章 6

節，故此七章 29 節又可以翻譯作「弟兄們，我對你們說，時候縮短了」。 

為甚麼保羅說時間被減少被縮短了？因為聖經已指明，我們現今所

處的乃是末世，主耶穌很快就要回來了。使徒行傳記載當主耶穌復活升

天以後，有使者對門徒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離

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徒

一 11）保羅與哥林多教會談到擘餅時特別強調「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

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林前十一 26）在結束問安時也不忘

指出「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林前十六 22）對

帖撒羅尼迦教會更詳細說明主再來時的情形「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

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

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四 16-17）一直到啟

示錄最末後我們仍看見聖經應許「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

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啟二十二 20）因此，從聖經的話我們

清楚看見：因著主耶穌快要回來，所以時候減少了，時間被縮短了，這

世界的樣子將要成為過去。 

 

二）生活的態度 

當此末後階段，神的兒女們又該怎樣在地上儆醒等候？在這最後時

刻，合乎主用的人又當以何種的生活態度迎接主的再來？保羅提到幾方面： 

「從此以後，那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林前七 29）從聖經教導

我們認識到婚姻乃神為人所預備，為要彰顯基督和教會（參弗五 32）。

注意保羅在這裡並沒有說丈夫不用理會妻子，也沒有說信徒的婚姻生活

不重要。他乃是指出，即使我們蒙神恩典進入了婚姻生活，我們卻要留

心不可過分看重配偶甚至超越對主的愛。保羅在 32-33 節說「我願你們

無所掛慮。沒有娶妻的是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喜悅。娶了妻的是

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妻子喜悅」保羅的意思：雖然弟兄進入婚姻

生活以後必須按聖經教導學習愛妻子，無可避免他有所掛慮，他不能不

理會神為他預備的妻子；作妻子的也必須學習順服丈夫，無可避免要為

丈夫有所掛慮。但現在時候減少了，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我們是否

還不停忙著為世上的事掛慮？我們有想到主嗎？有學習讓基督居首位

嗎？時候減少了，會否我們進入婚姻後卻忘記儆醒等候主？會否因未進



入婚姻而焦慮沒法得享主平安？今天我們看重人的愛還是主的愛？我

們有否想念主的愛？但願當此時候縮短減少之際，我們都被主的愛充

滿，無所掛慮切切等候祂的再來。 

「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樂的要像不快樂」（林前七 29）或有人問：

難道保羅要把人的情感都去除？斷乎不是！聖經教導我們要「與喜樂的

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羅十二 15）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說「哀

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太五 4）保羅勸勉腓立比教會「你

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四 4）由此可見，保羅並

非教導我們作木無表情不聞不問之人，他不是說「哀哭的要不哀哭；快

樂的要不快樂」他乃是說「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樂的要像不快樂」。

這裡的教導乃是要我們學習把心思情感從現今這世界轉移到那將要來

的世界，把目光從現今世界人事變遷所產生的喜怒哀樂轉移到那昨日今

日永不改變的主身上，注視主的恩典，仰望主的保守帶領。試想：若主

再來時有人因對現今世界充滿愛慕，捨不得地上的人物情感，以致最終

錯過被提機會，豈不要哀哭切齒？時候減少了，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

去，但願神的兒女都學習把心思情感從現今世界轉到永恆的主身上，常

常思念主的愛歡喜等候祂再來。 

「置買的要像無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林前七 29）保

羅在這裡不是說我們在這世界不要再置買甚麼，也不是說不要再用世物

了。聖靈在這裡要我們所注重的乃是說，在現今這個物質至上的世界

中，屬神的子民，要格外留心，不可像這世界的人一樣落在物質欲望的

洪流中不能自拔。「用世物」有另外翻譯作「完全地使用世上之物」或

「把世上之物用到極限」意即不是單純使用一下，而是全面盡一切努力

來使用。當聽到新聞報導有人居然賣掉身上的器官來換取一台手機，我

們不能不醒覺現今這世界是如何把人驅往物質洪流之中！我們要自我

檢討，今天有沒有不知不覺間被物質抓住了？時候減少了，我們今天還

追求甚麼？盼望甚麼？ 

「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了」（林前七 31）聖經明言我們現今

所在的這個世界有一天都要過去：「萬物的結局近了」（彼前四 7）「但現

在的天地還是憑著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

用火焚燒⋯⋯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熔化」（彼

後三 7, 12）「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約壹二 17）「我又看見

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啟二十

一 1）既然這世界即將面臨終局，我們就清楚認識到這世界的各樣事物

不過都是短暫的，現今這世界的樣子並不是長久的。不但這世界的樣子

將要過去，聖經更教導我們並不屬於這個世界，我們不過是寄居作客

旅：「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約十五 19）「親愛

的弟兄阿，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前二 11）「這些人⋯⋯承認自己在世

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來十一

13-16）「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

臨」（腓三 20）世上的人要旅遊或移居外地尚且預先作許多準備（諸如

護照、天氣、貨幣、交通等），天國的子民今天又為那將來的世界作了

多少準備？時候減少了，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我們是否已經預備好

離開這世界進入將來的世界？ 

 

三）要贖回光陰 

經上記著說「親愛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

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後三 8）有人問：既然神看千年如一日，時

間對神應該意義不大，那時候有否減少又有何關係？其實不然，我們查

考就發現聖經記載時代年日的方式，大都是以人的事或光景作參考：例

如創世記一章記載六日的創造都是以神的作為為主要內容；創世記五章

記載亞當的後裔都是以兒子出生作為參考；列王紀記載諸王的更替皆以

他王或神子民的遭遇作時間參考；新約福音書中聖靈記載主的行徑多以

節期或事蹟教訓作參考點；啟示錄中聖靈默示將來必成的事也皆以不同

事件例如七印七號七碗作為時間的參考點。因此我們看見，聖經記載年

日時間都是注重人的光景或神子民的遭遇。這讓我們明白，雖然神看千

年如一日，雖然神沒有受時間限制，但神卻留意祂所造的人的光景，關

心他們的遭遇，祂衡量時間的價值和意義也正在此！換個角度看，神子

民在地上度過的時間是否有價值，也取決於人如何活在神面前，在於人

是否按神的心意來生活。時候減少了，過去許多的日子已不復還，未來

能夠運用的日子就更少了，我們能夠被神數算為有價值有意義的日子還

可有多少？！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惜光陰」「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

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弗五 15-16）「你們

要愛惜光陰，用智慧與外人交往」（西四 5）這裡「愛惜」（原文編號 G1805）

更好譯作「贖回」有逼切買回之意，「光陰」（原文編號 G2540）有「時

機」或「機會」的意思，合起來更好譯作「贖回光陰」或「贖回機會」，

意即要珍惜每個機會，要懂得趁著機會，要學會利用光陰。時候減少了，

我們是否明白餘下的日子和機會已經不多，必須把握僅餘的時間抓住每

個機會？這世界的樣子要過去了，我們是否真準備好被提？巴不得主的

話成為激勵成為提醒，叫我們每一個都預備好在祂回來時歡然站立在祂

面前！                                              □ 林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