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禱 告 聚 會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暫停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查經（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石蔭家合團（待定）  

仁 愛 團：讀經交通：使徒行傳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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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年 慕 道 班： 

信徒造就信仰組：  

信徒造就生活組： 

專    題    班：  

聖 經 概 論 班：  

恩    慈    團：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趙永欣  

領詩：梁立勤  

司琴：唐嚴佩堃  

莊德栓  

莊張慧嫺  

阮桂開  

招曾芳妹  

 

葉冬寧  

葉黃淑玲  

吳錦明  

阮桂開  

莊志偉  

莊德栓  

張志輝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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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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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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 19-20 箴 21-22 箴 23-24 箴 25-26 箴 27-28 箴 29-30 箴 31-傳 1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各地的疫情代禱包括：中國、香港、日本、南韓和意大利…。

求神施恩憐憫，早日止住疫情；求神使人在患難中願意尋求認

識真神，接受救主基督耶穌。 

二、 請為著我們在這困難的時期裏，仍舊可以聚會感恩，也求主保

守。也請記念一些要留在家中未能前來參加聚會的肢體們禱

告，求主保守他們的心，能超越外在的環境，繼續親近主，敬

拜神。 

三、 為著今天開始，一些成人主日學班別，安排在網上聚會復課禱

告，求主保守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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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香港現在疫情，「兒童聚會及兒童主日學」、「中學生團

契」、「少年班」、「恩慈團」及「青年和成年慕道班」仍然

暫停，直至另行通知。擘餅聚會及主日信息則繼續，信息有網

上直播（葵芳家的網頁 www.kfcah.org），方便未能出席聚會的

肢體在家收看。 

二、 另外，成人主日學會按各班情況，於今天安排網上聚會復課，

有關詳情可聯絡所屬班別導師。請弟兄姊妹多為教會各種聚會

禱告，求主保守帶領。 

三、 本週二晚為禱告聚會 

四、 今天場地整理：青年弟兄姊妹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暫停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耶穌說、願你們平安                詩歌 299首 

經文：約二十 19；二十一 1-14；來三 7-19；四 1-16 
 

約二十 19「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

平安。」 

約二十一 1-14「 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

顯現．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有西門彼得和稱為低土馬的多馬、

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還有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又有兩個

門徒、都在一處。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

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打著甚麼。

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就

對他們說、小子、你們有喫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耶穌

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他們便撒下網去、竟

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是主。

那時西門彼得赤著身子、一聽見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

海裡。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約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

網魚拉過來。他們上了岸、就看見那裡有炭火、上面有魚、又

有餅。耶穌對他們說、把剛纔打的魚拿幾條來。西門彼得就去、

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共一百五十三條．魚雖這樣多、

網卻沒有破。耶穌說、你們來喫早飯．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

你是誰、因為知道是主。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耶穌從死

裡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 

 

A 主同在就有平安 

主耶穌為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後第三天從死

裡復活，衪向門徒顯現，賜他們平安．門徒因猶太人的逼迫十

分害怕，他們需要主賜平安。門徒在加利利等侯與耶稣的見面，

門徒彼得和其他七位一同打魚，整夜勞碌，沒有得著甚麽，復

活的主第三次向門徒顯現．主關心門徒的需要，主首先為他們

预備早飯，之後幫助因三次否認主而靈性軟弱的彼得。信徒遇

上困難甚至失敗跌倒，十分需要主賜平安，主的同在就有平安。

神是信實的，凡到主跟前的，都得著平安，一個也不會失落，

但是我們要學好信心功課，我們看三件事： 

不要怕只要信 

管會堂的睚鲁女兒死去被救活，得主賜平安 

路八 41，42，49，50「有一個管會堂的、名叫睚魯、來俯伏在

耶穌腳前、求耶穌到他家裡去．因他有一個獨生女兒、約有十

二歲、快要死了。耶穌去的時候、眾人擁擠他。還說話的時候、

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裡來說、你的女兒死了、不要勞動夫子。耶

穌聽見就對他說、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兒就必得救。」 

還沒有信心麼 

環境凶險，也不要失卻對主的信心，衪止息風浪，賜人平安 

可四 35-40「當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罷。

門徒離開眾人、耶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也有別

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

水。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夫子、

我們喪命、你不顧麼。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罷、

靜了罷．風就止住、大大的平靜了。耶穌對他們說、為甚麼膽

怯．你們還沒有信心麼。」 

不信的惡心  

人存著不信的惡心，人就失去平安。 

以色列人雖然在埃及地見過神降十災，理應對神有所認識，應

該聽命順服，但是因著不信惡心，他們經常不信靠神，試探神

十次之多，在加低斯巴尼亞探子報惡信，要放棄進迦南，他們

極度兇惡要用石頭打死對神有信心的迦勒和约書亞，於是神發

怒責罰，他們不能進入應許之地，死在曠野。 

來三 7-19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

心、像在曠野惹他發怒、試探他的時候一樣．在那裡、你們的

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厭

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心裡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



把永生神離棄了．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

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裡就剛硬了。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

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經上說、『你們今日若聽

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那時聽見

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豈不是跟著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

麼。神四十年之久、又厭煩誰呢．豈不是那些犯罪屍首倒在曠

野的人麼。又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向

那些不信從的人麼。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

信的緣故了。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B 竭力進入那安息 

神給我們寶貴應許，我們得以進入那安息，永世生命和平

安豐滿的彰顯，這不是指世界的創造之工，也不是約書亞帶領

進入的迦南，因為，這兩件事情之後，大衛詩篇 95 篇提及在前

面將來的事–神應許蒙召的人得以進入的那安息。我看是指著

信徒，一班新造，在基督耶稣裡的創造（弗二 10），並且我們是

神的工作，神建造那座有根有基的城（來十一 10，16，39，40）。 

來四 1-11「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免

得你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

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沒有

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

息、正如神所說、『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其實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成全了。論到第七日、有一處

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又有一處說、『他們斷

不可進入我的安息。』既有必進安息的人、那先前聽見福音的、

因為不信從、不得進去．所以過了多年、就在大衛的書上、又

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

著心。』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

日子了。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

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

樣。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

子跌倒了。」 

我們需要神的道，和施恩座，以至我們能成功進入神應許

的那安息，得享大大的平安。就是，我們需要常讀神的話和常

祈禱親近主耶稣。 

 

C 神的道–冶死我們肉體 

來四 12，13「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

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

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

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D 施恩的寶座  

來四 14-16「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

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

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

是他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E 世界沒有平安 

近日從內地開始，瘟疫 COVID-19 擴散，香港以至世界各地

都有發現病例，從首個公開的武漢病例到今天，短短兩個半月，

有近八萬人染病，二千多人病死，全球各地都十分緊張，積極

面對這疫病擴散的防護和醫護病人的工作。我們須要禱告求神

審判之時，也顯出大憐憫，願意人人都在神面前謙卑，認罪悔

改，向神回轉，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作個人的救主。神願意萬

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信徒也要小心，防止靈性的病毒，例

如：恐懼、焦慮、仇恨、争拗、分裂、虛謊……，污染我們靈

性，我們需要信靠神，專心尋求神旨意，在末世黑暗混亂當中，

靠主站穩，活出平安喜樂並主耶稣基督的見證，催促主耶稣早

日再來！神榮耀國度彰顯，人人在地上得著平安！ 
 

□ 陳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