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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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特分享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專題：讀經操練  

5：00 pm 
喜 樂 團：查經（十一）  

仁 愛 團：生活組（第一、二組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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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真神  

成 年 慕 道 班：受浸的意義  

信徒造就信仰組：禱告（一）  

信徒造就生活組：認識教會   

專    題    班：屬靈書籍《各各他的十字架》  

聖 經 概 論 班：舊約－歷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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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梓揚  

司琴：唐嚴佩堃  

張志輝  

黎潔雲  

唐更生  

庾黎愛勤  

張立謙  

蔡潔雯  

張文浩  

阮桂開  

唐更生  

莊德栓  

張志輝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葵芳基督徒聚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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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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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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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日） 5/8（一） 6/8（二） 7/8（三） 8/8（四） 9/8（五） 10/8（六） 

代上 4-5 代上 6-7 代上 8-9 代上 10-11 代上 12-13 代上 14-15 代上 16-17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香港求平安禱告，特別為一切在位的禱告，使我們可敬虔端

正，平安無事的度日，世人可以明白真道（提前二 1-6）；也為

各處聚會禱告，求主保守神的兒女合而為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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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禱告記念曾參加兒童暑期聖經班新來的小朋友，求主繼續吸

引他們前來參加聚會，好能對主有更深的認識並被主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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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開始一連五天（八月四日至八日）在烏溪沙青年新村有青

年特別聚會。今天將有一部旅遊車接載已報名的弟兄姊妹前

往，請於下午三時前在聚會所集合。請弟兄姊妹繼續為聚會禱

告，若有負擔為特會奉獻（是次特會所需費用約二十四萬），

請把款項包好註明「青年特別聚會用」，投在奉獻箱內。 

二、 教會定於十一月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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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報名日期為八月廿五

日（主日），請注意在報名時把得救見證一同交付。 

三、 本週二晚為禱告聚會(為教會往前禱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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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經歷——家的安息            詩歌：210首                                  
經文：來四 10；創三 11-13，四 8，四十五 4-5；撒下七 1-11，

十二 7-14；可二 27-28；路二十三 46 

我們屬靈的經歷，在基督裏是看見祂，聽見祂，摸到祂。而我們在

地上的經歷是平安和安息。平安和安息是好像是差不多的，其實平安是

相對於外在的環境而有的感覺。因為活在主的同在中，無論外在環境如

何，裏面仍然是平安的。而安息則完全是裏面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放下

自己的工作，將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在信心裏完全安息在神的工作中。 

個人失去安息破壞家的安息 
我們曾經交通過，亞當因為犯罪，喫了神吩咐不可以喫的分別善惡

樹的果子，他就失去了安息。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更牽連到他的家

庭失去安息。首先亞當把犯罪的責任推給夏娃，這必然影響他們夫妻的

關係。後來他們的兒子該隠，殺了他的兄弟亞伯。自此以後，人類的家

庭失去了安息。家最重要的不是物質豐富，乃是安息。失去安息，家的

意義就失去了。 

神賜人家庭的旨意 
創世記記載，到了神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神要

賜他為業的地方，並且賜給他兒子—以撒。神向亞伯拉罕所作的，是要

建立他的家。 

神賜給人家庭，不僅是讓人在地上過幸福的生活；藉着家庭的生

活，神要讓人明白神家的意義。家庭最基本的夫妻關係，說明基督與教

會的奧秘。家裏父母子女的關係，說出神與人的關係。兄弟姊妹的關係，

表明神家裏的人有相同的生命。 

個人得安息帶進家得安息 
雖然神的旨意是要建立亞伯拉罕的家，但他的後代並不是就自然擁

有美滿的家庭。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他那雙生的兒子，為爭奪家業彼

此為仇，甚至以掃想要殺雅各。雅各因此要離家出走，成為無家之人。

雅各到了巴旦亞蘭，後來成了家，他努力要建立自己的家；到他返回迦

南，他的家成了兩隊人。但雅各的兒子們彼此不和，甚至後來因雅各偏

愛約瑟，兄弟們就起意要殺他，最終將他賣到埃及為奴。 

約瑟在埃及受盡苦楚，雖然神與他同在，但他被人陷害、忘恩，被

囚在監牢裏。直到神藉他解了法老的夢，他才得以高升成為埃及的宰

相，得享安舒，有了自己的家。後來遍地飢荒，雅各家在迦南沒有糧食，

就打發他的兒子們到埃及糴糧，這樣約瑟與哥哥們重遇。這時約瑟才明

白他在埃及所經歷的一切苦難，是為要拯救他的父家，保存生命。約瑟

在患難中將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讓神自己作工，就得享安息。到了他高

升，也不以自己有家得安息為滿足，他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建立他的父家。 

神家得建立，人的家才得安息 
以後到了大衞作以色列的王，他有意為神建殿，神藉先知拿單回覆

大衞，說自從出埃及進迦南以來，約櫃是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以色列

人一直忽略神的家、遠離神，所以他們進迦南以後，多次被外族欺壓。

雖然神興起士師拯救他們，但他們重覆的得罪神，拜外邦偶像，以致他

們就是得了迦南為業，仍不得享安息。 

直至神興起大衞，將他放在寶座上作王，以色列才得以從仇敵手中

脫離。大衞並不以自己得享安靖為滿足，他記掛神的家，想到約櫃還在

幔子裏，就有意為神建造殿宇。神藉先知拿單向大衞說，因為他顧到神

的家，神就建立他的家。 

可惜大衞後來生活安逸，貪戀別人的妻，用計殺害她的丈夫；他破

壞別人的家，神就審判他，說「刀劍必不離你的家」。大衞是合乎神心

意的人，當神宣告審判，他就悔改，並且順服在神的手中；就是他兒子

押沙龍背叛他，他逃命時示每咒罵他，他都看為是神吩咐的。最終，大

衞仍是在神的手中得享安息。 

日後，大衞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造了聖殿，以色列的國勢達到頂

峰。可惜，所羅門後來受迷惑拜外邦偶像，神的家一再受破壞，以後以

色列國走下坡、分裂以致最終被擄。所以我們看見，人的家要享受安息，

與神家的建立有極密切的關係。 

神家的建立者 
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說：「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穌作安息日的

主，不是因為祂是神的兒子，而是作為人子，祂完全順服在神的工作中，

將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當祂是幼童時，面對希律的追殺，成長時聽從父母，

長大後默默作拿撒勒的木匠；就是出來傳道時，法利賽人、文士嫉妒祂說

祂是被鬼附、靠鬼王趕鬼，跟隨的門徒聽不明白祂的道要退去，主耶穌仍

然向父說：「父啊！祢的美意本是如此。」因為祂安息於神的工作中。 

後來被猶大出賣，門徒四散，被捉拿，受誣告，被兵丁鞭打羞辱，

至終被釘在十字架上；主耶穌仍然將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安然面對一

切。在十字架上，祂擔當世人一切的罪，以致被父神離棄，掩面不看；

主耶穌為你我不止犧牲性命，更是失去神的同在，但祂仍然安息於神的

工作中。所以祂最後向神說：「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的手中。」 

因為主安息於神的工作，神的家才能得以建立；只有主自己才是神

家的建立者。                                         □ 馮貴滿  



本詩的作者，就是那一天去邀請倪弟兄的老師「唐守臨」弟兄

（Tang Shou-lin,1906-1993）。唐弟兄畢業於東吳大學，年輕時就蒙恩

得救，且熱心的追求與事奉主。畢業後曾在教會學校執教。因著神
大愛的激勵，他在靈命上不僅得著了復興，更決志將自己獻上，一
生為主而活，放下職業專心以祈禱傳道事奉主。1936 年起，他在浙
江、江蘇、上海等地各教會事奉。他也曾在上海福音書房擔任編輯。 

   唐守臨弟兄自幼喜愛唱詩，且具有渾厚的男低音歌喉，及超強

的記憶力。就是到了年老還能把許多讚美詩一字不誤地背詠。這首
詩寫於 1930 年，為他最早所寫的詩歌之一。曾在宋尚節博士，和周

志禹牧師的奮興會中被採用。曲調是毛宗杰（Mao Zong-jie,1913 - ）所
譜。毛宗杰弟兄出生在上海，外祖父和父親均為傳道人，自幼在教
會環境長大，也是從小就喜愛唱詩。後來他在國立音樂學院任音樂
教授。當年毛宗杰就讀於東吳大學附屬第二中學，唐守臨弟兄為他
的老師，因兩人都喜歡音樂，就常在一起編唱詩歌。有一天，唐弟
兄將這首歌詞交給毛宗杰，請他譜曲時，他一讀就很受感動，說：「這
是所羅門王的雅歌，也是我們基督徒的希望和歡樂，表達也激勵了
信徒對主的愛」。 

這首詩歌被編在「詩歌—增選本」「感激的話」類，實在讓我們在擘

餅記念主時，被提醒我們當如何對主的愛獻上感激之心，發出讚美
之聲，並常念主愛不息。 

  唐守臨弟兄所寫的詩歌，被編在詩本裏的，還有他從雅歌 4:16

所得靈感而寫的 295 首「北風啊，求速興起！」亦為神兒女們所愛唱，
受激勵的詩歌。 

 

 
 
 
 
 
 
 

 
每日靈糧 

倪柝聲弟兄信息摘錄 

 

 
 
8月 4日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太十二 28） 

 神的國就是神的主權。祂的主權所在之處，魔鬼就毫無權勢。
聖經說到兩件事：神的國，和神的大能。神的國代表神的主權，而
神的靈代表神的大能。神有權柄，因為權柄後面有能力。聖靈是神
的國的權能。那麼，神的國怎樣臨到呢？是藉著它的權能。主彰顯
權能，所以神的國就臨到。 
 
8月 5日 

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
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太十一 29） 
 神有時會把一個細心謹慎的人和一個粗心大意的人，放在一
起；把強壯的和弱小的放在一起；把健康的和病患者放在一起；把
明智之士與無知之徒放在一起；把脾氣急燥的和性情溫和的放在一
起；把愛好整潔的和馬虎邋遢的放在一起。於是其中一個成了另一
個人的軛，反之亦然。如此，雙方都有機會學習基督的性情。如果
你掙扎不服下來，你就得不著安息。但如果你對神說：「我要負起你
給我的軛，我甘願站在該站的地位，我願意順服。」那你就會享用
安息和喜樂。 
 
8月 6日 

祂母親對用人說，祂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作甚麼。（約二 5） 
 對基督的僕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神要他作甚麼，甚麼時
候去作，和該用甚麼方法。服事主的人絕對不需要自己去設計他的
工作。神所立的新約其中的一個特色，就是每個人都能知道神的旨
意。基督的僕人可以在靈裏接受聖靈的啟示，因此能清楚識辨神所
要他去作的。這種知識是真實的，不是出於他的幻想，或別人的勉
勵或指引。這種知識是根基在聖經的字句上，也就是藉著住在他靈
裏的聖靈，在他內心最深處啟示出來的神的命令。 
 



8月 7日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林後四 10） 
 既然我們是傳送生命的管道，我們就不可以給任何東西阻塞
著，像那水管裏面的水給堵住，以致神的生命不能通過我們流出去。
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疏通我們這個管道，把一切出於亞當和天然的
都除掉，好叫別人也得著聖靈的生命。我們被聖靈充滿，我們的靈
就能不斷地背起基督的十字架，被聖靈充滿和享有十字架的生以
後，我們就能被神的靈所用，叫十字架的生從我們身上發出，分送
到我們周圍的人，我們也就能在言語交談中─私人的或公開的─自
然散佈出生命來，叫所有與我們有接觸的人的生命也豐富起來。 
 
8月 8日 

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弗二 6） 
 我回憶當我最初開始服事主的時候，我禱告求主叫我與祂一同
復活。當時我以為只要主叫我復活，我就會得著能力行神的旨意。
我這樣的禱告其實是不對的，因為是出於自己。所有真確的開始都
該在基督裏。聖經明說我已經與基督一同活過來，這是已經成全了
的事實。要切切記著：我們愈多看自己，我們就會更不濟事。 
 現今我可以這樣說：「主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復活了，我
也已經與你一同復活。」我們首要相信自己已經從死裏復活的這個
事實。可是，我是怎樣活過來的呢？是因為自己感覺已經復活了嗎？
不是的，是基督已經叫我復活了。 
 
8月 9日 

他病重在榻，耶和華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給他鋪床。 
（詩四十一 3） 

 神容許我們生病，身體軟弱，許多時候都是為叫我們可以學習
其中的功課：（一）恒切的禱告；（二）像房頂上的燕子般儆醒；（三）
知道主如何給我們鋪床；（四）對付罪；（五）安靜等候；（六）觸摸
主衣裳的邊緣；（七）明瞭神如何用祂的話醫治我們；（八）領會聖
潔就是醫治；和（九）經歷主復活的大能，勝過我們的軟弱、疾病
和死亡。神使我們在病中學習相信祂、信靠祂、和順從祂，好叫基
督在我們的生命中居首位。 
 
8月 10日 

 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麼。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裏，
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太廿四 2） 
 為甚麼主在這裏說，這麼華美的殿宇，對以色列民竟然會成為

荒涼廢墟？原因很簡單，只因為殿的榮耀不在乎金銀珍寶，而在乎
耶和華的同在。如果耶和華已經離開，就算是殿裏滿了世界上的金
銀財寶，有甚麼用呢？所以這些東西不該留下來給我們去默想。我
們作為神的殿，要留心我們有沒有神的同在，還是我們只是保全一
個外貌。 

擘餅記念主詩歌，作者與寫詩背景 

哦，主耶穌，每想到你—92首 

一    哦，主耶穌，每想到你，我心便覺甘甜； 

深願我能立刻被提，到你可愛身邊！ 

 

二    世上並無一個妙音，能把你恩盡唱； 

人間也無一顆情心，能把你愛全享！ 

  

三    但那最能使我歡喜，尚非你愛你恩； 

乃是你的可愛自己，最滿我情我心！ 

  

四    你比美者還要更美，你比甜者更甜； 

你外，在天我心何歸，在地我心何戀！ 

  

（和）  主，你如一棵美麗鳳仙，顯在山野葡萄園間； 

殊姿超群，秀色獨艷，我心依依戀戀！ 

 

江守道弟兄在分享他蒙恩的見證裏說，他得救後，在學校裏和
兩位老師，一位同學，一起熱心事奉主。不只向同學們傳福音，也

在學校開始有聚會，每週三次，邀請老師同學參加。主賜福他們，
全校三分一的人都參加他們的聚會，好些人都蒙恩了。每週五的聚
會他們就請有名的牧師來講道。有一天，他們幾位交通再請誰來講
道時，一位老師說：我聽見有一位叫「倪柝聲」的，或者我去找找
他。在參加了倪弟兄的查經後，這弟兄就邀倪弟兄到他們那裏。也
就是這樣，江弟兄在那一次週五的聚會，認識了倪弟兄。那一天更
從倪弟兄所傳的福音信息裏得了極大的幫助，一生不忘。不久他們
就都和倪弟兄一起聚會。及後更成了倪弟兄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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