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禱 告 聚 會：（為教會往前禱告）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詩歌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查經  

5：00 pm 
喜 樂 團：職場交叉點  

仁 愛 團：讀經交通：哥林多後書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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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何價？ 

成 年 慕 道 班：靈歸何處？  

信徒造就信仰組： 

信徒造就生活組： 

聖 經 概 論 班：新約–四福音概論  

專 題 班：全人的救恩–基督徒情緒壓力面面觀  

恩   慈   團：教會主題（一）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陳福生  

  領詩：張文浩  

  司琴：陳梓揚  

何家俊  

于潔蓮  

黃偉雄  

梁池敏妍  

張嘉宜  

陳顥渟  

林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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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三十二卷第十三期  
 

教會全年學習主題「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林前15：58） 

2019-2020讀經計劃 

31/3（日） 1/4（一） 2/4（二） 3/4（三） 4/4（四） 5/4（五） 6/4 六） 

申 26-27 申 28-29 申 30-31 申 32-33 申 34-太 1 太 2-3 太 4-5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教會的福音工作禱告，其中特別為著是否能參與李賢堯紀念

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求主帶領及顯明祂的心意。 

二、 為著剛過去大專及初在職團契的福音茶座感恩，求主吸引曾出

席的青少年繼續參加聚會，好讓他們更多認識主的救恩，蒙主

拯救。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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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記念面對公開考試的青少年弟兄姊妹，求主保守他們的心懷意

念，賜給他們出人意外的平安，更求主使他們在忙碌中仍與主

有親密相交。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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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定於六月二日（主日）有受浸聚會，凡擬報名受浸者，請

先與所屬團契或主日學同工交通，今天截止報名。請注意在報

名時要把得救見證一同交付。 

二、 本週二晚禱告聚會（為教會往前禱告） 

三、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專題 全人的救恩–基督徒情緒

壓力面面觀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怎樣領受神話語：作主工的起點與終點    詩歌：389首                     

經文：啟三 1-6；徒八 34；創世記一 1-9；詩篇十九 1-4；結三十七 1-14 

1.     怎樣領受神話語 

2. 神話語創造一切，改變一切  

3. 神話語填滿一切  

4. 神話語更新一切 

 
啟三 1-6「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

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你要儆醒，堅固

那剩下將要衰微的。因我見你的行為，在我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

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改。

若不儆醒，我必臨到你那裡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

道。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

我同行。因為他們是配得過的。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

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眾使者面前認他的

名。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1.怎樣領受神話語：作主工的起點與終點 

1865-2019：共 154年；神在香港以及中國作了無數的大事，大拯救；

教會歷史從未有過 

154年來，數不盡神蹟奇事，教會帶到高點 

許多的見證，書架中 50多本見證的書... 

1865：  戴德生（內地會） 

1900：  王明道 

1901：  宋尚節 

1903：  倪柝聲 

他們和許許多多神的工人和肢體…怎樣領受神話語 

回想「你是」，是個人單獨，深入的回想 

‧回想「你是」： 是個人回想（WhatsApp代替了獨立思考） 

‧回想甚麼？不單是回想神的恩惠，不單是神的帶領；（這些引起

感恩） 

‧但要更深入的回想（你的行為，在我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 

‧回想自己對神的態度，對神話語的態度；信主 3年後，讀到摩西

所行，所作的；很難過，為何屬靈生命如此幼嫩，不以主為中心 

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 

回想你是怎樣聽見的（怎樣領受：是神的話，揮之不去） 

徒八 34「太監對腓利說，請問先知說這話，是指着誰，是指着自己

呢？是指着別人呢？35 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 8：

36-39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監說，看哪，這裡有水，

我受洗有什麼妨礙呢？腓利說，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說，

我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於是吩咐車站住，腓利和太監二人同下水

裏去，腓利就給他施洗。 從水裏上來，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太監

也不再見他了，就歡歡喜喜地走路。」 

人與其他活物不同，能變化、能反思， 能回想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

意」（羅十二 1-2）  

一生的提醒；我們能這樣肯定嗎？能肯定神在我身上善良，純全可喜

悅的旨意 

 

2.神話語創造一切，改變一切 

創世記一 1-9「起初神創造天地。 地是空虛混沌。 淵面黑暗。 神

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神稱光

為晝，稱暗為夜。 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神說，諸水之間

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氣，將空氣以下的水，空氣

以上的水分開了。 事就這樣成了。 神稱空氣為天。 有晚上，有早

晨，是第二日。 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 事就

這樣成了。」 

詩篇十九 1-4「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這日到那

日發出言語。 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 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他

的量帶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 

‧神的話切底改變地上的秩序：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歷世歷代的學問和研究： 要明白神的創造、神管理的大能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 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不斷運行） 

 



3.神的話語填滿一切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為正

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 

‧比世上修路更重要、更切底；是心底裏的工程影響一生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已經變成窪）；空虛、 困倦、無意義的； 

‧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偏激、固執、極端 - 長久以來已經變成山

岡不能克服） 

‧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為正直（思想彎彎曲曲，人的心比萬物都詭

詐…）  

‧總喜歡從別人身上取得好處（有些大學–問人家答不了的問題）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在工作岡位佔便宜、走捷徑… 

初信主的單純：對主的交托 

 

4.神話語更新一切 

結三十七 1-14「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 耶和華藉他的靈帶我出去，

將我放在平原中。這平原遍滿骸骨。他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誰知

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乾。 

他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能復活嗎？我說，主耶和華阿，你是知

道的。他又對我說，你向這些骸骨發預言說，枯乾的骸骨阿，要聽耶

和華的話。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

你們就要活了。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

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正說預言的時候，不料，有響聲，有地震。骨

與骨互相聯絡。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

只是還沒有氣息。主對我說，人子阿，你要發預言，向風發預言，說

主耶和華如此說，氣息阿，要從四方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

使他們活了。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

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 

啟三 1-6「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回想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

並要悔改... 穿白衣與我同行... 因為他們是配得過的。」 

怎樣領受神話語是作主工的起點與終點 
 

□ 謝貴枝 

 

 



書籍介紹 

書名：基督徒屬靈的經歷 

作者：彭動平                      出版：2018年 4月 天糧書室 

 

本書是作者之「靈命信息系列」繼「所信之道」後的第二本書。
「所信之道」的重點是為幫助信徒，從蒙恩開始就明白信仰的基要
真理，諸如神創造的目的；罪的由來；因信稱義；成聖與得榮耀等。
而本書「基督徒屬靈的經歷」則為幫助信徒在靈命上更往前。書中
透過昔日神帶領祂的百姓，以色列民從出埃及到應許之地的迦南，

經過曠野四十年的歷程，來看我們基督徒在屬靈生命上成長，所應
有的認識與經歷和學習。使徒保羅對新約的聖徒說：「弟兄們，我不
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都在
雲裏海裏受洗歸了摩西，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食，也都喝了一樣的
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們
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這些事都是我們的
鑑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他們遭遇這些事，
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林前

10:1-11)。 
由此可見，神子民昔日所走過的道路，在曠野中所經歷的，與

我們今天這些在新約裏神的兒女的屬靈經歷，確息息相關。所以一
個信徒，若能在蒙恩的開始，在靈命的起點，就認識神的心意，並
曉得走在這屬天的道路上，是該如何的順服神，順著聖靈，如同當
日神百姓照著雲柱火柱的引導而行，就必從神得福，屬靈生命能以
正常的成長。自然，在這天路上，有時不免會手下垂，腿發酸，甚
至軟弱，舊天性顯出像這些以色列人一樣，但他們記在經上的故事，

本書作者所給我們的信息，卻能讓我們早得鑑戒與提醒。 
盼望新蒙恩、受浸的弟兄姊妹，能好好細讀本書。作教導的和

我們信主多年的，也能從本書中再得啟發與提醒，使在屬靈生命上

同更新，同蒙恩。 
 
註：1.  本書可在各基督教書室購買，或向教會執室同工查詢訂購。 

    2.  凡 2019年受浸的弟兄姊妹，均可獲贈一本，請向教會執事室同工

洽取。 

 

 

 

每日靈糧 
倪柝聲弟兄信息摘錄 

 
 
3月 31日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加五 22） 

 
 我們細心察看聖靈所結的果子，乃是基督徒所表明的見證，就
不難發現它們都是一些無私的行為。仁愛是甚麼呢？仁愛是愛顧別
人而忘卻自己；喜樂是甚麼？就是不看自己，只看見神；忍耐是不
顧自己的難處；和平是輕看自己的損失；溫柔是不計較自己的權利；
謙卑是忘記自己的功勞；節制是控制自己；信實就是約束自己不放
任。我們細察基督徒每一種美德，就知道除了從己脫離出來，或是
忘掉自己的得失，就再沒有別的了。聖靈所結的果子，取決於這個
唯一的原則─在基督裏完全失去自己。 
 
 
4月 1日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太十一 28） 

 
 古時的以色列人，只盼望法老減輕他們的重擔，沒有期望能完
全除下重擔得安息。以色列人當日的光景，可以代表今天的人的處
境，他們只盼望重擔減輕，卻沒有期望卸去，所以他們只會求較輕
的擔子，較少的憂慮。讓我們告訴你，主耶穌基督是給我們完全的
安息，不是減輕勞苦。你知道甚麼是安息嗎？安息就是歇了自己的
勞苦。被罪捆綁和擔重擔的人，沒有安息。你要知道，主耶穌來，
是叫你得安息。你不用作甚麼；祂會白白的賜給你安息。 
 
 
 



4月 2日 

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創一 6） 

 
 神六天作工，每天作完了，祂都看是好的，只有第二天是例外。
難道神忘記了嗎？完全不是，祂所說的話，和沒有說的，都一樣有
意思。聖經是神吹氣說出來的每一個字。祂在第二天作工以後，沒
有宣告那是好的，因為空中或空氣，都是與撒但有關。撒但不正是
那「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嗎？（弗二 2）神知道空中會成為撒但和那
些污鬼的巢穴，所以終結時沒有說那是好的。空中成了黑暗權勢的
總部。為這個原故，我們聚會或禱告的時候，就要求神藉著主的寶
血潔淨空氣，叫我們不會受仇敵的壓制。 
 
 
4月 3日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詩九十 17） 

 
 有一個基督徒，有一天和一位神的僕人談話，這個基督徒因為
害怕受批評，交談間就竭力保持謙卑的模樣。他的態度和話語都表
現得相當謙卑。但是，他竭力表示謙卑的當兒，在旁的人就覺察出
他是十分勉強。一個人如果真正的謙卑，他並不需要這樣費力。 
 
 你能說他不謙卑嗎？他表現得很謙卑，但事實上那是人為的，
是屬於魂的活動。因為如果神在這位弟兄身上有工作的話，他自然
會謙卑，他本人不會自覺謙遜，而周圍的人就會看見神在他身上所
作的工。 
 
 
4月 4日 

他（摩西）左右觀看，見沒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

土裡。…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出二 12,15） 

 
 這裏所記載的有甚麼意思？摩西只知道自己有智慧和能力，卻
不認識自己的愚昧和軟弱。神要讓他曉得，靠自己是有所不能行的。
他熱切盼望幫神一把，拯救以色列民，但神卻不需要人的幫忙。人
若要用出於自己血氣的智慧和能力去幫助神，永遠不會得祂的喜

悅。神棄絕許多人，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智慧和能力，反而是因為他
們太聰明，太能幹，所以神不能用他們。祂要把他們放在一邊，讓
他們冷靜下來。祂要等到他們那出於天性的火熱熄滅了，才能使用
他們。 
 
 
4月 5日 

耶穌對他們說，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麼。（可四 40） 

 
 有一次，主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加利利海）那邊去吧。」
但是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水。門徒就把熟
睡中的耶穌叫醒，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麼？」耶穌醒了，
就斥責風浪。風就止住，大大的平靜了。於是主斥責門徒，說：「你
們還沒有信心麼？」我們要看見，既然主吩咐他們要到那一邊，他
們和主也就必定能到那邊去。風可能會愈大，海浪也會愈高漲，但
主既然說了要到那邊，就不會有甚麼事情可以阻攔他們到那邊去。
所以最要緊的是相信神的話。神這樣說了，這就夠了，其他的都不
用管。 
 
 
4月 6日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麼。（創三 11） 

 
 要能分別善惡，難道是罪嗎？要求知道分別善惡，難道是不美
的事嗎？追求要像神一樣，不是值得稱許的嗎？那麼，為甚麼亞當
所作的，成了所有人類罪惡痛苦的根源？為甚麼？亞當所作的，表
面上似乎是不錯，但是他沒有得神的允許和吩咐。他要照自己的意
思，在神以外去獲得那分別善惡的知識，那就犯了罪。在這裏，你
有沒有看見，「獨立自決」這個詞的關鍵所在？一切自主自決的行為
都是罪。亞當沒有信靠神，他沒有放下己見，沒有一心信服神，他
要離開神自己獨立，為了要得著那知識；他向神宣告自主獨立。所
以神評定這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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