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禱告聚會：為印度福音工作禱告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彼此相交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自由交通  

5：00 pm 
喜 樂 團：生活組（ 12）  

仁 愛 團：自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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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耶穌  

成 年 慕 道 班：信仰的疑惑（二）：基督徒應否慶祝聖誕節？  

信徒造就信仰組：基督徒生活（六）  

信徒造就生活組：查經  

專    題    班：作大丈夫（ 2019）  

聖 經 概 論 班：新約－使徒行傳及保羅書信（ I）加拉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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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漢先  

  領詩：馮貴滿  

司琴：張陳珍妮  

潘偉和  

杜楚珊  

梁永健  

陳碧媛  

余獻澄  

陳小玲  

陳偉忠  

魏浩偉  

潘偉和  

黃卓明  

鄧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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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 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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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日） 16/12（一） 17/12（二） 18/12（三） 19/12（四） 20/12（五） 21/12（六） 

詩 15-16 詩 17-18 詩 19-20 詩 21-22 詩 23-24 詩 25-26 詩 27-28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請繼續為香港禱告，求主讓人的心轉向主，得著真平安，並保守神的兒

女合而為一的心。 

二、 請繼續為著中學生的福音工作禱告，特別為著本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的

學生福音營禱告，求主吸引更多學生參加，並能藉這營蒙主拯救，也為

著各項服事擺上禱告。 

三、 記念印度的福音事工，主若願意，一行七人的福音探訪小組將於本月二

十日出發，探訪Austin and Feyon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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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肢體消息：陳福生弟兄及陳曾艷霞姊妹的兒子陳國義弟兄將於二零二零

年一月十一日和陳巧霏姊妹在美國喬治亞洲亞特蘭大市舉行婚禮，求主

帶領婚禮的安排及婚後的適應。 

聚會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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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有交通及跟進聚會與教會的事務，請各崗位服事的同工依時出席；第

二段時間有成人主日學的服事交通，請成主各服事同工注意出席。 

二、 明年的青年特別聚會將於八月二日至六日（主日至週四），題目：「超越的

生命 — 鳥瞰腓立比書」，注意這次參加者須讀腓立比書 5 次及完成預習

問題，請為聚會禱告，並預備時間參加，詳情請參閱教會佈告板。 

三、 十二月中將有肢體往印度探望在印度的林惜雲及奧斯汀夫婦並關心當地

的福音事工（詳情可參閱福音組佈告板的海外來鴻）。有負擔為印度事工

奉獻的肢體可以把款項包好，信封註明為印度事工用，請於今天內把奉獻

投進奉獻箱，以便探望的肢體帶往印度。 

四、本週二晚為禱告聚會（為印度福音工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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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竭力 多作主工  （六） :「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詩集：112首  

經文： 

1.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

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   

2. 「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凡

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林前 16:13-14） 
 

一. 信徒如何面對人生的困難和挑戰 

世上不斷有挑戰，無論是國家、社會、抑或家庭、個人，常會面對困

難和問題。教會面對問題時，不是靠專家就能夠解決。屬靈的工作必

須用屬靈的方法，按照神的方式來處理。須以聖經原則來解決問題。

我們如果碰到難處就心灰意冷，甚至放棄，怎能有進步和成長！在黑

暗的世代，屬靈生命如何能達至 : 「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

力，多作主工」的成熟程度？保羅察覺到哥林多教會當中的危機和隱

憂，他寫信提醒他們如何面對和得力的祕訣。「你們務要儆醒，在真

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

作。」（林前 16:13-14） 可以說是書信末段的最後忠告。保羅以上面

的話作勸勉及總結，與（林前 15：58）遙相呼應。 

 如何堅固 : 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 

 不可搖動 : 要作大丈夫，要剛強。 

 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 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 

 如何在信心上堅固？秘訣在於：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 

 

二. 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 

「儆醒」這詞在新約聖經共出現 22 次，其中福音書出現 13 次，都是

主在講論末世，或是被釘十字架前，對門徒的重要提醒。原文意思是

過河時，腳踏濕滑石頭，必須謹慎、小心翼翼，提高警覺的態度。迎

接天國降臨，首在「儆醒」；凡對主的再來掉以輕心的，就是不夠儆

醒。主說了三個比喻（馬太福音 24: 36-44）提醒我們要儆醒、要預備。 

 

1. 儆醒是等候主再來的生活態度 

儆醒的生活態度：就是相信神的話，選擇走主的路，預備自己，

甘心付代價。第一個比喻是挪亞建方舟:那時的人都將挪亞看

作是傻瓜。挪亞相信神，不理譏誚。當其他人在享受，照常吃

喝嫁娶，他卻在烈日下默默工作。選擇活在神的面前，就必須

選擇放棄世上的一些活動和享樂。每一種選擇都有代價，問題

是這代價是否值得。洪水一來，挪亞全家得救，其他人都被沖

走，喪失一切。你應很清楚哪一種堅持才值得！第二個例子：

兩個人在田裡或在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即使表面大家

都在做一樣的事，卻不一定都得主的稱許。主要門徒「儆醒」：

不能粗心大意。我們必須是「在主裏面」勞苦作工，才不徒然

（林前 15:58）；否則，有一天終要被火燒掉，後悔不及（林前

3:10-15）。因此，不但態度要對、方法和材料也要對；所作的

一切必須合乎真道，才有永存的價值，主才會悅納。第三個比

喻：家主若不希望有賊進屋，就要先作預備，鎖好門窗才休息。

主來的時候，誰都不知道。因此主用這三個比喻提醒我們：若

不儆醒，後果堪虞，沒有後悔的機會。要預備好，天天儆醒，

隨時準備見主面。 

2. 儆醒是要防備敵人-要作大丈夫，要剛強。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 5:8） 魔鬼又叫撒但，

原文是讒謗者，因牠讒謗神（參創 3:5），躲在背後讒謗教會（彼

前 2:12；3:16；4:4）。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屬靈

氣的惡魔爭戰。魔鬼從起初就是殺人的，是說謊者的父（約

8:44）殺人者散佈仇恨，說謊者扭曲真理。藏在人背後的魔鬼，

有時裝作光明的天使，以欺騙手法得人（林後 11:14）；有時張

牙舞爪，如同吼叫的獅子，公然吞噬人。魔鬼專門破壞神的工

作，拆毀教會，攻擊屬主的人。基督徒每天的生活，都是一場

屬靈的爭戰。要提高警覺，洞悉仇敵的詭計:就是散佈謠言和

仇恨，詆毀真理，漠視生命，叫信徒分裂，破壞教會，拆毀神

的工作。仇敵魔鬼到處巡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就是不謹守



儆醒，輕率隨便生活的人，我們絕不可鬆懈。戰勝這兇猛仇敵

的方法，就是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彼前 5:9）。我要作大丈

夫，要剛強，完成主的使命，叫福音傳遍天下。 

3. 儆醒是要禱告 - 與神親近，恩典之源 

主提醒門徒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可 14:38） 。耶穌不

願意再來的時候，看見我們睡着。我們要承擔主的使命，傳福

音，就要有儆醒禱告的生活。「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

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

21:36）。禱告是與神相交，藉着禱告我們能分辨是非，能夠勝過

對將來的憂慮和災難的恐懼，也能得着承擔使命的能力（雅

5:16）和智慧（弗 1:17）。我們傳福音時，就能夠緊貼神對這時

代的心意。社會進步，為什麼人越有知識，卻越多問題？因為

科學、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沒有關心人裏頭的罪惡問題。知識

和科技，不能除去人性裏面罪的根源。人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真正的需要又是什麼？當人沒有主耶穌作道路、真理和生命的

時候，受到不同的主義吸引，追求虛渺的理想以致容易迷失方

向，得不到時又失去平安。在今天歷史最後的階段，我們更應

把握機會，也許社會環境惡劣，「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

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彼前 4:7） 彼得引述主對門徒叮嚀

「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的同時，他接著與保羅一樣，提醒

我們：「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彼前 4:8） 與林前 16:14「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

互相呼應。 

 

三. 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 

「最要緊的」指在等候主再來時，教會生活中首要任務。愛能使我們

包容別人的虧欠；使我們挽回弟兄的錯失，讓他從迷路上回轉，不致

於犯更多的罪（加 6:1,雅 5:19-20）。愛叫我們寧可自己吃虧，也要尋

求別人的益處；愛使我們能超越損失，勝過許多被人得罪的事。恨能

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箴 10:12）。已故美國總統里根在紀念

二戰勝利 40 周年的演講中，講述了一個感人的聖誕故事，鼓勵人與

人，國家之間的寬恕與和解。故事發生在 1944 年的聖誕夜。此時，

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在諾曼第成功登陸，對納粹德軍發動攻勢。德軍也

作最後反擊，爆發二戰最慘烈恐怖的一場戰役，雙方動員百萬大軍，

死傷無數。故事講述 12 月 24 曰平安夜下著大雪，幾個美軍和德軍先

後在森林迷路，到了一個德國家庭，他們因著基督徒女屋主的勇氣、

包容和接納，藉她的禱告和無私奉獻，雙方放下仇恨，享受一頓溫暖

和平的晚餐和休息。第二天在互相關懷的情景下各自離別，這故事散

發出由基督而來的愛與和平。但願信徒都能靠著主，用主的愛心和勇

氣化解仇恨，祈願受害者施予寬恕，作惡者回歸人性，所有人免受戰

亂、暴虐和恐懼，將耶穌基督的愛與和平顯明出來。 
 

四. 總結 

林前 13 章將「愛」描述得淋漓透徹，那是弟兄姊妹之間彼此交通、

團契的通道和條件。神愛我們，救了我們，又把這愛放在我們心裏，

成為我們生活為人的根基和動力。愛是我們行事的原則，唯有愛能造

就人。在我們成長過程中，不論是儆醒或爭戰，都要被愛所管理。 

「…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林前 8:1）因為

愛是從神而來，愛超越了知識。用愛造就人的果效，遠遠勝過用知識

造就人。知識帶來論斷批評，愛卻帶來包容赦免。知識常常使人自高

自大，愛卻使人謙卑柔和。今天我們所處的環境，看重知識的追求，

卻忽略愛的實踐。「唯有愛心才能夠造就人」！讓我們回到主裡，調

整自己的生命。一起學習少說多做；少批評，多包容。重新回到主的

愛裡，用愛彼此造就、叫弟兄姊妹同被建立，長成基督的身量，裝飾

整齊，預備迎見我們的主。 

 

                                               □梁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