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十四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戶外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詩歌分享  

5：00 pm 
喜 樂 團：查經（十二）  

仁 愛 團：屬靈書籍分享（ 8）賓路易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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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終點c 

成 年 慕 道 班：信仰的疑惑（二） 

信徒造就信仰組：基督徒生活（七）  

信徒造就生活組：齊來讀聖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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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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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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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三十一卷第五十期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葵芳家冬令會禱告，記念講員的靈、魂與身體，也為各項服

事禱告，求主加添智慧、能力。 

二、 為著新年度（一月開始）教會各項服事禱告，求主加力給服事的

弟兄姊妹，讓眾肢體能在主裏彼此建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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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十日（主日）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週二），一連三

天在沙田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葵芳家冬令會」。請弟兄姊妹為

冬令會禱告。是次冬令會費用約需八萬五千元，若有負擔為這次

冬令會奉獻，請把款項包好並註明為「葵芳家冬令會」用。另外，

下主日(十二月廿三日)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有「葵芳家冬令會」

的營前聚集，請已報名參加的弟兄姊妹依時出席。 

二、 今天下午二時正有事奉交通聚會，聚會的第一段時間會為教會往前

禱告，接著有福音操練(三)，請所有有崗位服事的同工依時出席。 

三、 今天下午二時正在 大角咀九龍殯儀館有黃陳玉珍姊妹(黃金鳯姊

妹的母親)的安息聚會，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預備時間參加。 

四、 本週六 (十二月廿二日)早上十時三十分，在紅磡世界殯儀館有

張家俊弟兄的姨丈曾金弟兄的安息聚會。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

告，並預備時間參加。 

五、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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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乎主用 — 續看主藉約翰所寫的啟示錄 (16)  詩歌：370 首 

經文：啟示錄 21:1-7, 9-10, 22:7,12,20 

□□我們曉得，本書中約翰四次提到「我被聖靈感動」或譯作「我在靈裏」。我們

看見他先在靈裏被提到天上的至聖所，看見了得榮耀的人子，並聽見主向七教會所

說的話(1:9-3:22)。又在靈裏被提到神寶座前，看見了得勝的羔羊，從神右手中取了

書卷打開七印，叫神永遠的計書，逐步的完成(4:1-16:21)。然後他又被提到曠野，

看見了大巴比倫的傾倒，基督千年國度的出現(17:1-21:8)。現在他在靈裏又提到高

山上，看見了在新天新地裏，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並這聖城的華美，

永世的榮耀。 

 

一、 末日的審判： 
□□約翰說：「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

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他就在靈裏被天使帶到一座

高山上，看見了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21:9-10)。這新城聖路撒冷，

正是神在歷世歷代中所經營，所建造的(來 11:10)。感謝神，如今出現在約翰眼前

了。這新城聖路撒冷在甚麼時候出現？乃是末日白色大寶座的審判後，新天新地

裏。因為先前的天地，在神的審判裏過去了，再無可見之處了。這末日白色大寶座

的審判，我們感謝主，因著祂的救贖，使我們不必在其中，因為我們的名字已在生

命冊上。但在這審判裏，我們卻看見撒旦和牠的跟隨者的結局。也看見所有死了的

人，無論大小，不管是已信主得救的，或沒有接受主的，只要不是在那頭一次復活

裏的，就是復活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那時都要復活，各人站在神寶座前，按

著案卷所記，照他們所行的受審。正如主曾說：「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裏的，都要

聽見祂的聲音出來，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約 5:28-29)。而其中若名

字不在生命冊上的，就都被扔在火湖裏，就是第二次的死。 

 

二、 新天與新地： 
□□現在的天地既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也被燒盡了，新天新地照著主所應許

的，就出現了(彼後 3:10-13)。感謝主，在這新天新地裏，不再有眼淚，神擦去了一

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因為死已被得勝吞滅了(林前 15:54)，已被扔在火湖裏了)；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所有在舊造裏的都過去了。坐寶座的

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在新天新地裏，一切都是新的。又說：都成了！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說：成了！因為神交付給祂救贖的工作已經成功了。但現在天上

宣告說：都成了！這是更大宣告，因為神在萬古以先，在創世之前所定的所有計劃，

都完全作成功了。我們實在感謝神，我們的神，祂是阿拉法，祂是俄梅戛，祂的初

又是終。祂從起初所定的旨意，所計劃的，如今，祂自己來成就，來作成了，祂的

旨意，祂的工作，絕不需要任何人加上甚麼作為。因此，人可以白白的來領受生命

水，領受神一切的產業。保羅曾在使徒行傳兩次說到，我們這些蒙恩的人，要和一

切成聖的人業得基業(20;32,26:18)，他也在以弗所書裏告訴我們，我們受了所應許

的聖靈，要作我們得基業的憑據(1:13-14)。彼得也說，我們蒙了重生，叫我們有活

潑的盼望，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我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彼

前 1:3-4)。感謝主，現在神在寶座上宣告說：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產業。這得勝

的，和先前主所呼召，那些為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而付上代價者的得勝者不

同，這裏所說的得勝的，乃指教會全體，因為一切都更新了，都成了。神要作我們

的神，我們要作祂的兒子。感謝神，巴不得這日，這新天新地早日的出現。 

 

三、 新耶路撒冷： 
□□在這新天新地裏，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這聖城新耶路撒冷是

個怎樣的城？「城中有神的榮耀」。換言之，神的榮耀充滿在裏面。甚麼是神的榮

耀？雖然聖經裏我們也稍看到對神榮耀的描述，神的榮耀曾充滿在會幕，在聖殿

裏。當然我們的主祂乃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然而地上有誰，有甚麼能把神的榮耀

闡說得清楚？就是現在所形容的，還是聖靈照著我們這些微小的人的頭腦所能領會

的來向我們述說。所以接下去說，城中有神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

如水晶。這聖城新耶路撒冷，充滿的就是神的榮耀，所有的就是神的光輝，因為神

就是光。這城裏沒有黑夜，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

城的燈(21:23,22:5)，整座城都是透亮的，明亮如水晶，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21:11,21,22:1)。  

□□這城到底所指是個地方，還是基督的新婦，羔羊的妻？雖然讀聖經者各有看

法，但顯然兩者皆是。這城既是個地方，也是新婦，羔羊的妻。是個地方，因為主

曾說：「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我去原是為你們豫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

們豫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雖然這一面可說是指主在聖靈裏的

再來。但同時主也是實在告訴我們，有一天我們要到祂所為我們豫備的地方。再者，

亞伯拉罕，歷世歷代的聖徒，他們所等候的正就是這神所經營，所建造的城，因為

神已經給他們豫備了一座城(來 11:10,16)。感謝神，我們有一天也要進到這新城耶

路撒冷裏，這正是今天我們所渴幕，所正等待著的。這聖城新耶路撒冷，按事實言，

以神與人同住的居所說，是個地方；而按寓意言，以居住在其中的人與基督的關係

說，她乃是基督的新婦，羔羊的妻，是指一切住在其中的蒙救贖者，就是教會。這

樣一面指出一個實際的地方或人，而一面說出它的寓意，聖經裏，在舊約與新約中

也都能看見(參結 23:1-4;太 23:37)。十七章裏也以騎在朱紅色獸上的女人來形容巴

比倫大城。聖靈在此以這新城耶路撒冷給我們看見，到那日，主所要得，祂所經營

建造的教會，是何等的榮耀。這城十二個門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十二根基上有羔

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說明到那日歷世歷代蒙恩人都要聚集在一起，並在那裏各顯出

主在他們身上所工作的結果，如各樣寶石顯出主的榮耀。在那裏一切的交通都是透

明的，彼此也只在同一個交通裏，也在同樣享用神生命的豐富。 

□□這城的榮耀之大無法想像，難怪約翰在看見這榮耀也胡塗起來向天使俯伏。因

他的心實在被這榮耀的城所吸引。感謝主，祂一再說：看哪！我必快來。而約翰也

回應說：主耶穌阿！我願你來。巴不得，我們也能像約翰對主的心回應說：主耶穌

阿！我願你來。主若遲延回來，仍留我們在地上，但願我們能更積極的追求主，渴

慕作個得勝者，以能被提到寶座去迎接主回來。在等候那榮耀的日子來到以先，也

讓我們能真認識甚麼是神所要我們走的路向，甚麼是主所要作的工，以使我們能真

在祂旨意裏，在聖靈的引導中，進入要來新一年的學習「常常竭力，多作主工」的

實際，叫主從我們得榮耀。                                      □ 黃漢先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時光匆匆，不覺間，又到年終。感

謝主！葵芳家在 12 月 30 日至 1

月 1 日有冬令會，這也是時候讓我

們去竭一竭、想一想。一方面，弟

兄姊妹可以一同在主面前數算過去一年的恩典；另方面，

又可一同仰望，同心領受並遵行主在新一年的引導和呼召。 

 

2018 年是動蕩的一年！天災、人禍、地震、恐襲、氣候反

常、衝突、戰爭、地球上沒有一處是安樂窩，人心裡沒有

平安。這正是主告訴我們末世的光景(太廿四)，也是傳福音

的最後時機。聖靈讓各地信徒都有同一感覺，主再來的日

子非常近了。我們應當按著主的吩咐，趕快傳福音，努力

完成主的使命，這是一場搶救靈魂的屬靈爭戰。「要收的莊

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出去收他的莊稼。」（太 9：37-38） 

 

多禱告，多有能力。感謝主！教會在過去一年加強了禱告

的學習。我們祈求主給我們愛人靈魂的心，堅強傳福音的

心志，並且裝備自己，把握每一個傳福音的機會。主聽禱

告，給了我們敞開的門。除了主日的青年和成年慕道聚會，

又在一間中學參與聖經課及協助傳福音的事工外；最近還

多增了一間護老院的探望服事。這些機會都是主所賜的，

讓我們踏足不同的禾場，有份於傳遞福音火把最後的一棒。 

 

今天，是福音要傳遍天下的大時代！香港是國際大都會，

資訊發達、交通方便、又是信仰自由的地方，足不出戶能

知天下事。求主給我們異象，抓緊時代的脈絡，按著主的

吩咐，將天國的福音，傳到地極。要知道仇敵正盡最大努

力，在世界不同地方，以不同形式和方法攻擊神的教會，

逼迫神的兒女。近年福音在非洲廣泛傳揚，信徒快速增長，

仇敵便展開了大型的反擊活動。據新聞網站「東非」（The 

East African）報導，非洲國家安哥拉有 4,000 所新成立的教

會，近年有 2,000 所被查封，另 1,000 多間面臨查封，因當

地通過了一項新法例，要求所有教會都向政府註冊。據「國

際敞開的門」（Open Doors International）觀察，安哥拉有那

麼多教會未註冊，因為政府從 2004 年以來，就沒有認可任

何一間新的教會。盧安達及喀麥隆也因頒行類似的宗教

法，導致很多教會被查封。 

 

回顧兩千年的教會歷史，神的忠勇戰士不少都血跡斑斑，

而類似的逼迫從未停止。面對各式各樣的難處和挑戰，我

們要緊緊依靠主，藉禱告綑綁仇敵，求主敗壞他們的計謀，

保守衪的教會，顧念衪的兒女，賜下平安。莊稼已經熟透，

求主幫助我們更多關心香港以外，饑渴靈魂得救的需要，

例如在印度作主工的 Austin 弟兄和林惜雲姊妹(Feyon)夫婦

和他們服事的團隊；當然還有內地的教會，他們同樣面對

嚴峻的環境，備受考驗。 求主施恩憐憫，保護衪的百姓，

鞏固主的見證，讓更多人得著救恩。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

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

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惟有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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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