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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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工作坊（網上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專題  

5：00 pm 
喜 樂 團：在疫情中再思教會生活  

仁 愛 團：交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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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班網上聚會）  
少年班 （暫停）  
成人主日學 
青 年 慕 道 班：（網上聚會）  
成 年 慕 道 班：（暫停）  
信徒造就信仰組： 
信徒造就生活組： 
專    題    班： 

聖 經 概 論 班： 

成 年 初 信 班： 

成 年 查 經 班：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陳偉忠  

領詩：莊志偉  

司琴：張陳珍妮  

梁錦豪  

劉靜薇  

梁耀彬  

黃王潔貞  

 

余獻澄  

曾嘉玲  

 

林永存  

梁立勤  

梁耀彬  

陳梓揚  

張耀明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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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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日） 25/5（一） 26/5（二） 27/5（三） 28/5（四） 29/5（五） 30/5（六） 
耶 14-15 耶 16-17 耶 18-19 耶 20-21 耶 22-23 耶 24-25 耶 26-27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感謝主！今天開始逐步恢復於聚會所的聚會，求主繼續帶能早日全

面恢復各種聚會。 

二、 為世界各地的疫情代禱，求神施恩憐憫，早日止住疫情；也請記念

各地的福音工作，求主給智慧如何在疫情中繼續傳福音，願更多人

能得著主的救恩。 

三、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其中梁錦豪弟兄的女兒

梁彥曦、潘國良弟兄，求主繼續施恩看顧他們。 

聚會報告 

感謝主！香港疫情持續緩和，防疫限聚措施亦放寬。同工們禱告主及交

通後，決定逐步恢復於聚會所的聚會如下： 
1）5月 24日（主日）擘餅及信息聚會 
同時維持網上直播，同工們特別要求年長肢體、16歲以下少年人及
年幼子女的家長繼續留在家中，透過網上直播參與，直至全面恢復

聚會為止； 
2）5月 26日（週二）禱告聚會； 
3）5月 30日（週六）大專及初在職團、喜樂團及仁愛團； 
4）聚會所內將加強防疫措施：進入會所前需探熱；進出時洗手；座位
行距加寬；聚會期間弟兄姊妹必須帶上口罩覆蓋口鼻；除個別服事

肢體外，聚會結束後應儘快離開。 
5）主日學及其餘聚會的恢復時間，主若願意，會待疫情再減輕後公佈。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網上聚會） 

（暫停）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當我情緒低落時          詩歌：超過萬有 

我們最近面對疫情，生活或工作會遇到不順暢，很多人就會情緒低落。

一般人從對外在環境的判斷，會引起情緒不安。當周遭事情不妥當時，人

立即覺得整個世界都向自己塌下來，或許只是很小的事，就會大發雷霆；

這些都是情緒低落的表現。 
聖經記載門徒在主耶穌最後一週進城時，也經歷了很大的情緒起伏。

主進城時，各人都說和散那；禮拜四是最後的晚餐，禮拜五主耶穌被釘十

字架。很多人想來過節，拿着棕樹枝來迎接祂，人人都很開心，說是以色

列的王來了；這個被稱作「棕樹枝的禮拜日」。門徒可能以為主耶穌要作

王，建立新國度了，祂要在羅馬手中復興以色列了；沒想到主卻告訴他們

祂要離世。主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祂也預見門徒將會跌倒，

所以將實情告訴他們。 
馬太福音記載，彼得說：「主，為甚麼我不能跟祢去呢？我可以為你

捨命。」他對自己的認識有限，雖然他對主的感情是真實的。主對他說：

「你願意為我捨命嗎？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在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門徒原本情緒高漲，但短短幾日，就感覺像被主拋棄。所以主說：「你們

心裹不要憂愁。」本來主應受安慰，但是主卻反過來安慰門徒。現在，很

多人都因疫情、工作等感到憂愁；當日主耶穌把門徒從憂愁裏，除去恐懼，

進入信靠神的實際經驗。如果我們也有情緒低落，這也能幫助我們。 

A、信靠我（主耶穌）的同在 Trust in My presence。 
約十四：1「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不是只有信，是「信入」，是信靠進入。是主觀經歷信，不是客觀的

信。主耶穌說你們如何信神，也當如何信我，是真實經歷過主是如何可信。

今天我們如何勝過內心的憂愁？就是信靠。太 28：20「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要知道我的人生，就是風浪中，主都與我同在。這是

一個恩典的禮物，只有主能無時無刻與我們同在。就如在往格拉森的海上，

翻天巨浪，主也在那裏。所以我們要深信，不論何事，主都在，只要我們

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控制中，就是 in control。有些人洗手洗到皮膚敏感，因
為不知道如何才能殺了病毒；我們如何能控制環境！這些疫情叫我們要謙

卑承認，神是創天造地的，承認祂的主權；有祂同在，問題就解決了。就

如在工作或困難中，有人說我幫你扛了吧，你會感到很釋然。所以不再憂

愁，第一件事是信靠主的同在。 

B、信靠我（主耶穌）的應許 Trust in My promise 
約十四﹕2-3 「⋯⋯我父的家⋯⋯就必來接你們⋯⋯」 
這是主的應許。 

解釋一: 主耶穌為我們預備住處就是天家，並再來接我們。 
現今世上有許多災難，是我們過去從遇過的，不但是全球的瘟疫，還

有非洲的蝗蟲。這一切讓我們看見這世界非我家，所以不要受影響，以致

情緒低廿落、失眠，甚至產生精神問題。主再來的盼望對基督徒很重要，

是我們在終極困苦中的盼望。 
近日一位弟兄的父親離世，這弟兄的母親在世時因信主而除去對黑暗

的懼怕；這位父親雖然極愛妻子，常常掛念她，但仍不肯信主。後來父親

病重危殆時，兒子對他說 神為我們預備了天家，你信主就可在一家相聚，
父親終於點頭，並且身體從極氣促下平復過來，安詳離世。在人生的盡頭，

他抓到一個盼望，就不致憂愁過度。 
主再來的盼望，在我們心中燃燒，成為我們生活能量的來源。 

解釋二: 主死而復活，使我們住在他裏面。 
主的同在，有叫我們住在主裏的應許。 

C、信靠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約十四 5-6  
主說我就是，道路，一個模造我們，叫我們豐富的辦法，辦法的內容

就是真理，結果就是生命。我們今天遇到的事，就是主的辦法，叫我們生

命得結果子。 
所以，我們不要以惡報惡，雖然這是主觀的，也是普遍人的反應。但

主耶穌自己是恩待那此忘恩作惡的人，其實就是我們這些蒙恩的人。有一

位姊妹對家僱很不滿意，但主提醒她「你願意人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

人。」我們若懂得以恩慈相待，就能常常喜樂，不住謝恩了。 
聖經記載彼得沒有接受主耶穌是道路，所以當主被捉拿時，他用自己

的方法，他用刀削了大祭司僕人的耳朵；這使主不得不行神蹟治好那人的

耳朵。後來，彼得經過慘痛的失敗，就是三次不認主，他發現自己的真相，

是如何軟弱，所以他寫彼得前書二章 21節，說要跟隨主的腳蹤行。這就能
除去我們的憂愁。在福音書中，我們會發現相同的，或者差不多的處境，

主是如何面對，使我們能跟隨主的腳蹤行。 
事實上當我們遇到困難，內心感到恐懼、焦慮、憂愁，我們會懼怕不

被接納，被人忘記，被人丟棄。但我們要記住一件事，主對我們說：「我

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來十三：5）無論我們跌到多低，主都沒有
撇下我們為孤兒。 
主對門徒說不要憂愁，同樣主在任何環境中也對我們這樣說；我們也

要信靠主的話，既然主給我們這個環境，我們就這樣生活，走主的道路，

活出主的話，主的生命，好叫我們結出果子，歸榮耀給神。 
        □ 劉啟光 

（本文未經講員過目）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除掉；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第五章說：「… 要憑
愛心行事」；「… 棄絕淫亂、污穢、貪婪，淫詞、妄語，和戲笑的話，
總要說感謝的話，…要愛惜光陰，活出合乎聖徒體統的生活」。在家

庭中，作丈夫的要愛妻子；妻子當順服丈夫；兒女的孝敬父母；父

母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子女。…為僕者當忠心，作主人的該

善待僕人。 

 
這些教導的話，我們若靠著主，學習而行，就是在行事為人上活出

與蒙召的恩相稱的生活。而在這些話裏，有兩句話，更是我們當注

意的，就是五章十節：「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和十七節：「不

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這兩節經文，雖然也是其中勸

勉的話，但我們若常留心甚麼是主所喜悅的事，曉得甚麼是主的旨

意，那我們的行事為人就必更能行出與蒙召的恩相稱的生活。甚麼

是主所喜悅的事？一面說，以上這整段聖靈藉主的僕人保羅，所教

導的話，自然是主所喜悅的事，是主的旨意，要我們去明白，去行

的。但另一方面，記在聖經各卷裏的，聖靈在我們心裏所引導的，

都是我們所當察驗，留意何為主所喜悅的事；主的旨意如何。所以，

我們讀聖經，就不單要把所記的事實，歷史等讀好，我們也當在其

中留意，在神的話裏，有甚麼是特別讓我們看見，是祂所喜悅的事，

是喜歡我們去行或不應作的；甚麼是祂的旨意。這樣，我們就實在

經歷聖經所說的：祂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是我們路上的光 (詩篇一
一九篇一0五節)。是我們人生，生活為人行事的引導，使我們不致「離
棄正路，走差了」(彼得後書二章十五節)；而能常走在「生命的道路」
上 (詩篇十六篇十一節)。至於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主若願意，往後
我們再談。盼望以上所解答的，能給你一點幫助。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5月 24日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身體長大最基本的要素是肢體必須在身體裡，不能一肢體在東，一
肢體在西；若然這樣，必是很恐怖的。保羅從經歷方面，講到這個
榮耀的教會要怎樣建立時，對我們說：「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
的心。」（弗四 3）感謝讚美主！有一個合一是聖靈已賜給我們了，
我們信主後，不單稱神為阿爸父，也稱其他神的兒女為弟兄姊妹；
我們不再需要想甚麼方法帶進合一裡；我們的責任是竭力保守這合
一。弟兄姊妹，若你口袋裡只有十元八塊，你要竭力保守它嗎？若
口袋裡的是千萬元，你必按住口袋，竭力保守它。有甚麼比神在聖
靈裡所賜的合一更寶貝呢？ 

 
5月 25日 
甚麼是聖靈的合一 

聖經說：「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
指望。」（弗四 4）這三個一都在聖靈裡面。是誰使我們成為一個身
體？「我們....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林前十二 13）
同時聖靈給我們一個指望，就是我們這個基督的身體長大成人的時
候，我們的新郎主耶穌要回來接這個身體作祂的新婦。保羅繼續說：
「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弗四 5-6）真正的合一是在三而一
的神裡面，三而一的神怎樣是一，我們在祂裡面也都是一。若在神
之外有所追求，這合一很容易失去。我們必須竭力保守這寶貴的合
一，彼此接納，彼此相愛。 

 
5月 26日 
追求真道和經歷上的合一 

聖經說：「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弗四 13）真道是指整個信仰，或是整個神的話
語。我們今天在真道上還沒有達到合一的地步，因為有人對聖經是



這樣解說，有人是另一種看法。我們又在認識神的兒子上也沒有達
到合一，各人因屬靈的經歷不同，常產生分裂。合一只有一個，卻
有二端；我們要從這一端達到那一端。合一的開端是聖靈裡的合一，
這個合一我們已經有了，所以應當從這開端來竭力維持，無論彼此
在解經及經歷上有何不同，我們也當彼此交通、接納；不堅持自己，
只堅持基督，以達致合一。 

 
5月 27日 
接受神給教會的眾職事 

主愛祂的教會，為著教會長大，祂賜給教會四種人：使徒、先知、
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弗四 11；牧師和教師實是一種人），以成全
聖徒。一方面叫聖徒在生命上能長大，另一面叫聖徒在恩賜和工作
上得著裝備。神給教會不同的職事，因為沒有一個人的職事是完全
的；教會接受神的眾職事的服事，身體就長得美好。若教會只有一
種職事，身體就必畸型發展。教會不能好好的長大，因為神的兒女
揀選這人的職事，棄絕那人的職事。如哥林多信徒有揀選保羅棄亞
波羅，有選亞波羅棄彼得....。眾職事的工作，是為了使聖徒均衡
的、完整的長大。 

 
5月 28日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神賜四職事給教會，為的是成全聖徒，叫他們各盡其職。各盡其職
的職並不是神給教會的那四種職事；這個職不是外加到身體上，而
是從身體裡產生出來的，被稱為「身體的職事」。當每一個肢體的生
命都長大，都得著裝備，他們就起來盡各肢體的功用，這個叫做身
體的職事。只有這個身體的職事是直接建立基督的身體；神賜教會
的四種職事只是間接的建造身體。今天的難處是我們作肢體的信徒
都不中用，單依靠那四種職事，所以基督的身體不能長大。當我們
不論大或小的肢體都起來盡功用時，就能看見教會了，身體就在愛
中建立起來，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5月 29日 
得勝者 

在啟示裡，我們知道這榮耀的教會已成功了，今天我們在地上的經
歷，當朝這個方向走回這個異象。但按現實的觀察，好像所走的路
是相反的，神的兒女越來越不能在真道和認識神的兒子上合一；教
會如老底嘉那樣，甚是荒涼，怎可能有一天教會是滿有基督長成的
身量？一次耶穌在眾多門徒離祂而去後問彼得：「你們也要去麼？」
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你是神

的聖者。」（約六 67-69）我們不能盼望所有肢體都達致成長，但因
著神的憐憫，盼望有一些人不甘心作孩子，為著神和教會長大成人，
使羔羊婚娶的筵席早一天來到！ 

 
5月 30日 
羔羊婚娶的筵席到了 

聖經說：「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
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弗五 25-27）以現今
教會不長大的情況，基督怎能娶教會為妻呢？啟示錄卻二次說到羔
羊婚娶的時候到了。第一次是在千年國前，羔羊就婚娶了（十九 7），
這裡羔羊的妻乃是教會中的得勝者所代表的；那些初熟的果子代表
了全體教會。千年國過去後，天使又說：「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
妻，指給你看。」（廿一 9）這時整個教會作了基督的新婦。在今天
時間裡，我們要竭力的追求長大成人；等到應驗的時候，神有祂的
辦法，不是人力所能及的。 

 

慕道與初信問題解答 10 

問：在問題解答 8裏提到，我們行事為人當與蒙召的恩相稱。請問 

怎樣的行事為人，才是與蒙召的恩相稱？ 

 

答：這問題從聖靈藉保羅在以弗所書第四章裏，說了這句話之後，

接著從第二節至第六章第九節所說的整大段的話，就已給我們有很

清楚的答案了。 

 
他說：「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又說：「… 要用愛心說誠實話，
凡事長進」；「… 行事不要存虛妄的心；… 要棄絕謊言，說實話；… 
生氣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給魔鬼留地步；不可偷竊；

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
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