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馬可福音第十六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彼此相交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肢體相交 1  

5：00 pm 
喜 樂 團：生活組 (1)  

仁 愛 團：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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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福樂  

成 年 慕 道 班：查經：路加福音（一）  

信徒造就信仰組：  

信徒造就生活組： 

專    題    班：從《路得記》看夫婦之道  

聖 經 概 論 班：舊約－詩歌智慧書  查經：詩篇 1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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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貴滿  

領詩：梁立勤  

司琴：黃王潔貞  

潘偉和  

杜楚珊  

黃偉雄  

梁淑芬  

 

潘諾恆  

張嘉雯  

馮貴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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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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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日） 20/1（一） 21/1（二） 22/1（三） 23/1（四） 24/1 (五） 25/1 (六） 

詩 85-86 詩 87-88 詩 89-90 詩 91-92 詩 93-94 詩 95-96 詩 97-98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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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請記念二月二日的新春佈道會，求主預備弟兄姊妹的心志、在各樣的服事及

邀請福音朋友上同心合意擺上，把人帶到主面前，讓主得著更多人。 

三、 為著教會的各班主日學禱告，求主使用各班的主日學，使我們得著造就，也

請記念各班的服事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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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定於二月二日（主日）上午十一時正，有新春佈道會，請弟兄姊妹為聚

會及各樣服事禱告，並盡早邀請親友參加。福音單張已預備，歡迎弟兄姊妹

取用。另外，教會預備了為福音朋友代禱的代禱便條，弟兄姊妹填寫後，可

投入副堂報名表的信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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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

年度的教會整體服事禱告，請各崗位的服事同工依時參加，包括團契、兒童、

成人主日學服事的同工及主日各項服事：招待、遞送聖經詩歌、餅杯、領詩、

司琴...等。接著有教會聚會與事務的報告，最後領詩及司琴服事的同工有分組

服事的交通，請有關服事的弟兄姊妹留意出席。 

三、 本週三（一月廿二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在世界殯儀館有蔡淦榮弟兄的安息聚

會。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預備時間參加。當天將有一部旅遊車接載有

需要的弟兄姊妹往返，請於當天下午六時三十分之前，在聚會所集合。 

四、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馬可福音第十六章 

五、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合班—詩歌分享＋自由交通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常常竭力，多作主工（二） 詩歌 434 首 

經文：林前十五：58；可一：1 
                              

感謝主，又將新的一年擺在我們面前，讓我們可以繼續經歷祂

的恩典，並在這豐盛的恩典中學習祂所量給我們的功課，來等候祂的

再來。求主賜給我們儆醒的心。教會負責的弟兄們定規，續以哥林多

前書十五章 58 節裏「常常竭力多作主工」這句話，來作今年的主題，

所以我們還是要圍繞在這主題下，從主的話裏來學習 。 

 

一、 工作與人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論到工作，就不能不與人發生關係。因為有工作而沒

有人，工作就不能作成，反過來說，沒有人也產生不出工作來，因為

工作總因人而生，所以工作與人是密不可分的。神創造天地，祂也把

這地治理的工作交在人手裏，可惜人受撒旦的引誘墮落了，因而失去

了這治理的權柄。但感謝神，神的旨意從不失敗，因此，祂在墮落的

人中，仍尋找人，啟示祂的心意，使人來作祂的工。及至時候滿足，

神更差祂的兒子來完成對人的救贖，使人與神和好，並得進到祂的工

作裏。然而是否所有蒙救贖的人，就能作神的工，與神同工？保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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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所以」就說出了他在前面所說的許多的話。從這書信中，

我們看見哥林多教會，雖然他們在基督裏凡事富足，口才知識全備，

在恩賜上沒有不及人的，但是他們卻滿了肉體。保羅說：「我從前不

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就是如今還是不能，因為你們仍是屬肉體的」

（三：1-3）。所以保羅才對他們說了許多的教導、勸勉，甚至責備，

要他們悔改的話。然後才對他們說：所以…。換言之，除非人活在與

主正常的關係中，否則就不可能作主的工。因此作主的工，我們就不

得不注意作工的人的問題。 

 

二、 作主工者的模範： 

    感謝主，在聖經裏確實有不少作主工的人，就如保羅自己就是我

們很好的榜樣。但今年，在這主題下，心裏的引導，是和弟兄姊妹一

同從主耶穌身上來學習。提到主耶穌的故事，自然離不開新約聖經開

頭的福音書。因為聖靈用了四卷福音書，來說到成了肉身在地上作人

子的主的生平。為甚麼要用四卷書而不集合一冊？自然這為說明，對

主沒有一個人能認識得完全，事實正如約翰所說的：「耶穌所行的事

還有許多，若是一一的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了」（廿一：25）。但為甚麼又只用四卷書？一面說，「四」乃是世界

與受造的數目，也代表勻稱，並指事物的整個範圍。神的福音就是為

著這被造的世界、人的。另一面，讀聖經的人告訴我們，這四卷福音

書也是為針對四種對象，馬太福音是特別寫給猶太人的；馬可是給羅

馬人的；路加是給希臘人的；而約翰福音是為普世的。而同時，這四

卷書也為叫我們從四方面來認識我們的主。自教父以來，聖經學者按

這四卷的內容，根據舊約先知們對彌賽亞的預言，發現先知以西結所

見異象中四活物的形象，和啟示錄中所記在神寶座前的四個活物，並

經上提到的𠼻𡀔伯。這四活物的四個臉面，第一個像獅子，第二個像

牛犢，第三個像人，第四個像飛鷹（結一：4-10；啟四：6-7）。這四

活物的四種臉面正為象徵這四福音中，所要突現的不同主題，我們的

主的四方面：君王（太）、僕人（可）、人子（路）和神子（約）。為

此，當我們要來從主耶穌身上思想到作工的人，就必須來到馬可福音

這書上，因為僕人總是與工作相連的。 

 

三、 執筆此書的馬可： 

四卷福音都以寫書人的名字作書名，所以顯然執筆寫此書的就是

馬可。這馬可又叫約翰（徒十五：37），他極可能就是主耶穌被捉拿

的那夜，丟了身上麻布赤身而逃的那少年人，因為四卷書只有這馬可

福音記載這事（十四：51）。他家住耶路撒冷，母親馬利亞（徒十二：

12）。主和門徒吃最後一次的逾越節晚餐，並五旬節聖靈降臨，使徒

等 120 人在耶路撒冷一樓房禱告（徒一：13），都是在馬可父母的家。

他又是巴拿巴的表弟（西四：10）。可能他是因聽彼得所傳福音而蒙

恩（彼前五：13）。他也曾跟隨保羅和巴拿巴往安提阿（徒十二：25），

作他們的助手（徒十三：5），但卻一度軟弱（徒十三：13）。惟感謝

主，先後在巴拿巴和彼得的幫助下得著復興，及後與保羅在羅馬城同

工（西四：10；門 24；提後四：11），以後更隨從彼得到巴比倫（彼

前五：13）。按教會傳統多認為本書乃馬可根據彼得的口述而記下的，

所以本書也被稱為彼得福音。 

 

四、 神子奴僕的服事： 

本書一開始就宣明，這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福音。說，神的

兒子耶穌基督的福音是這樣開始的。按本書的內容所啟示予我們



的，是為叫我們認識主，祂成了肉身來到地上，乃為服事人的（十：

45）。所以書中突顯主作僕人的勞碌，全書這原文字 eÙ qÚ j  出現超

過 40 次。中文翻作「就、立刻、隨即、便、立時、即時、連忙」等。

但為何馬可不直接就宣明主僕人的身份？顯然聖靈藉馬可是要我們

看見，這位來服事人的主，祂原來的地位。祂乃是神的兒子，卻降

卑成為奴僕來服事人。我們的主正如保羅在腓立比書二章裏所說

的：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

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自己卑微…（6-8）。甚麼叫兒子？

兒子就是父親的彰顯，所以當腓力求主將父顯給他們看，主就回答

說：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們還不認識我麼？人看見了我就看

見父，因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約十四：8-10）。是的，我們的

主，祂本是神，是神的兒子，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

真像，然而祂卻降卑自己來成為人子。祂降卑到生於馬糟，降卑作

個拿撒勒人…並且更自己卑微，取了奴僕的形像來服事人，因此，

祂能作稅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甚麼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福音？

就是神的兒子降卑祂自己來作服事人的。哦！這是何等的恩典。這

也正是主作工的模樣。為此，今天我們要作主的工，做個作主工的

人，我們就得效法主，學主的樣式，放下自己，作個服事人的人。

服事固然包括了工作、事情，但真正的服事，不管在那一種的服事

裏，都總當以服事人為基本，以服事人為目的。再者，只有一個肯

甘心放下自己的人，才會不計算服事的性質、崗位，也才會處在任

何的環境中。這也是這效法基督的保羅的服事，所以，他才能說，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

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

都能作（腓四：12-13）。 

 

但願聖靈使我們從主的身上，看見祂服事我們的樣式，能效法主

的模樣，學習作個自己卑微、服事人的人，如此作那主的工，以使教

會得建立。願主恩待我們。 

 

          口黃漢先                                      



 

(路加福音 11 章 9 節)。又說：「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18

章 1 節)。教導我們學習信心的功課。所以若問，我還要做甚

麼？就除了第一、第二點，還必須在這禱告上學習。這功課只

要肯照著神的話而行「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

要的告訴神」，自然就已進入了。每一天，為著神所賜的日子，

祂的保守，供給我們的需用，感謝神。也為著我們所處的環境，

生活的擔子；並我們的家人親友禱告。如此，就必經歷祂所應

許的：「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

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 4 章 7 節)。當然，要能有更多的經歷，

就必須進到以下更多的學習：  

 

第四點，常常聚會。在教會的聚會中，與一同蒙神恩典的基督

徒，一同學習，一同認識神。因為禱告的恩典，不僅有個人的，

更有神在團體(教會)中所賜給人的。而同時，聖經也給我們看

見，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個群體的生活，是常常聚集在一起

的。沒有一個基督徒可以只過單獨，只有他個人與神的生活。

為此，神的話十分鄭重的說：「你們不可停止聚會…要彼此勸

勉」(希伯來書 10 章 25 節)。哪！怎樣的聚會？聖經清楚明言：

「奉主耶穌的名聚會」(馬太福音 18 章 20 節)。換言之，我們

不是聚集在人的名下，或某團體的名下。我們基督徒只能在主

耶穌基督的名下聚會，因為只有耶穌基督是主。至於當參加甚

麼聚會？雖然教會各種聚會都是公開的，然而就著我們靈命的

成長，自當從慕道，基要真理的聚會開始。為此，也建議你按

著教會的安排，負責同工的幫助，循序而學習之。以使靈命能

得增長。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1月 19日 

為肉身的需要祈求 
主既將我們需要的東西加給我們，為甚麼祂還教導我們，為日用的
飲食求父呢？一、神需要我們時時刻刻的仰望祂，知道離了祂就不
能活；也認識不是靠自己作工賺錢來生活的。二、祂不要我們先為
這件事禱告，而是先為神的國和祂的義祈求。三、主不要我們為著
明天的飲食禱告，也不要為著要過奢侈的生活來禱告。主要我們為
所需要日用的飲食祈求，因為基督徒的生活應當是很簡單的生活，
我們有衣有食就當知足。四、神已經把今天我們所需要的給了我
們，但是在地上，還有許多神的兒女缺乏飲食，也是主叫我們顧到
他們的需要，不作自私自利的人。 
 

1月 20日 

為心靈的需要禱告 
禱告：「免我們的債／罪，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罪。」罪是不該
作的你去作；債是該作的而你沒作。我們每天不知道欠了多少債，
犯了多少罪，我們盼望神赦免我們，但是這裡主的赦免是根據我的
赦免。如果弟兄姊妹虧欠了我，而我不能忘記，我的虧欠，神也不
能撤銷。身體的健康是藉著日用的飲食；心靈的健康是藉著一個赦
免的靈。如果我們不肯赦免別人，我們心靈裡面就生了毛病。所以，
我們天天需要這樣禱告，保持我們心靈的健康，總要我們裡面沒有
一點不赦免人的地方。我們需要有一個赦免的靈。這也是教會的禱
告，也是教會應當有的一種心情。 
 

1月 21日 

為脫離試探與兇惡禱告 
在地上我們有一個仇敵，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試探我們，要把我們
裡面的私慾勾引出來。當試探來的時候，我們就受迷惑了。所以，



我們需要天天這樣的禱告，在神面前要一直存著一個戰兢、恐懼的
心，不敢依靠自己，惟求主救我們脫離試探，這樣就可以免去許多
試探。因為若不是主的保守，我們就很容易落在試探裡面。有些時
候，神允許我們落在試探裡頭，好像約伯、彼得一樣，那麼，我們
求主救我們脫離兇惡，求神把我們從那惡者的手裡拯救出來。雖然
進到試探裡頭去，但是主已經為我們禱告了，叫我們能從兇惡裡被
拯救出來，且能堅固我們的弟兄。 
 

1月 22日 

父神垂聽禱告 
我們個人禱告，或教會聚在一起禱告的時候，若按著主教我們禱告
的原則，先為著神的國和祂的義來禱告，後為著我們的需要禱告，
又為著我們在地上的遭遇來禱告。便有底下那句話：「因為國度、
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這是一個信心的宣告。
我們這樣禱告，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所以，父必定
要成就我們的禱告。這個就是「阿們」的意思。萬事都是本於祂、
倚靠祂，也歸給祂。祂是永遠可稱頌的神。盼望我們在禱告的上面
能擴大，照著神的心意來禱告，站在神的一邊，為著祂的國、祂的
教會、祂的旨意而禱告。 
 

1月 23日 

理當重視神的話 
聖經是神的話，是神吹氣而成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
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參
提後三 16-17）。許多時候，我們對於聖經看得不夠重，好像讀也
好，不讀也好，反正我們已經信了主，這個天堂是保險了，讀不讀
都無所謂。請注意，聖經是神的話，是神對我們所說的話。聖經也
是我們屬靈的糧食，雖然我們信了主，有了生命，但是，如果我們
這個生命沒有屬靈的糧食來供應它，我們這個生命就非常軟弱。我
們要有屬靈的生活，要屬靈的身量長大，我們對於神的話語-聖經，
就必須非常的重視。 
 
1月 24日 

養成讀經的習慣 

神的話是實在的、是甘甜的，能滋潤人心，供應人的生命。所以定
規要把神的話好好地讀。每天讀四章聖經，一年就可以把聖經讀一
遍；每章讀完之後就思想，將所讀的回想一下，好把主的話記住。
我們讀經，需要養成一個習慣，如果沒有養成一個習慣，當讀到沒
有滋味的時候，就容易停止。同時讀經要有次序和定規，不能今天
高興就多讀幾章，明天沒有時間就少讀一點，甚至不讀，這樣就會
患上屬靈的胃病，不久屬靈的胃口就要出毛病了。弟兄姊妹，你要
下一個決心，靠著主的恩典，把全本聖經，從頭到末，一遍又一遍
的讀。 
 

1月 25日 

沒有神的話，不能活下去 
聖經對我們屬靈的生命是很重要，若沒有主的話，在屬靈的生命
上，便失去力量，活不下去；也會離開主。對神的認識和靈命生長，
與聖經有直接的關係。神的話永遠是新鮮的，永遠是活的，你在主
面前的生命越成熟，你對神的話明白越多、越深；所以你讀神的話
是與你的生命一同成長的。弟兄姊妹要有這樣的心志：沒有神的
話，我活不下去。這樣把神的話豐豐富富的藏在心裡面，聖靈就很
容易對你說話，很容易在你裡面作工，因為聖靈作工是藉著神的話
語。如果神的話在你裡面是有積蓄的，聖靈就隨時可以把你所讀過
的神的話挑出來，對你說話了。 
 

 

慕道與初信問題解答 2 

問： 我已經決志相信，接受主耶穌做我的救主了，我還需要做甚麼

嗎？ 

答： (續 1 月 12 日) 

第三，常常禱告。聖經說：「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腓立比書 4 章 6 節)。禱告，是神給人

的恩典，也是我們基督徒的基本生活，經歷和學習。因為神給

我們恩典，藉著禱告來親近祂，更叫我們經歷祂的應允。祂的

話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