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路加福音第一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肢體相交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專題  

5：00 pm 
喜 樂 團： 生活組 (6)  

仁 愛 團： 屬靈書籍分享 (5)  

 
 
 
主 
 
 
日 

9：00 am 

9：45 am 

11：15 am  

擘餅聚會 
見證交通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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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預言  
成 年 慕 道 班：查經：路加福音（三）  
信徒造就信仰組：齊來讀聖經  
信徒造就生活組：擘餅生活  
專    題    班：我們為何如此聚集  

聖 經 概 論 班：新約—保羅書信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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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錦明  

領詩：林永存  

司琴：張陳珍妮  

潘偉和  

杜楚珊  

梁永健  

潘周趣眉  

 

陳梓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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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I  FONG  CHRISTIAN  ASSEMBLY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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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三卷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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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日） 22/6（一） 23/6（二） 24/6（三） 25/6（四） 26/6（五） 27/6（六） 
結 13-14 結 15-16 結 17-18 結 19-20 結 21-22 結 23-24 結 25-26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世界各地的疫情及社會動盪不安代禱，求神讓人在這困難時期中，承認

自己的軟弱和無能，轉眼仰望耶穌，並能因信主耶穌得著真正的平安。 

二、 請為我們恢復在聚會所的各種聚會禱告，求主保守帶領，並讓我們更寶貴每

一次的聚會，更熱切地追求認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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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克倫

弟兄，求主繼續施恩看顧他們。 
 

聚會報告 
一、 主日擘餅及信息聚會仍維持網上直播，方便未能出席聚會的肢體在家收

看；另外，今天信息後，將有成人主日學及兒童主日學的實體聚會。請弟

兄姊妹按照所屬主日學導師的通知，依時出席。 

 

注意：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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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口罩覆蓋口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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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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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下主日（六月廿八日）早上有見證交通聚會，今次的主題「在疫情期間的

學習和體會」包括服事和在家中網上聚會的學習和體會，請弟兄姊妹為聚

會禱告。 

四、 蔡冬青弟兄的弟弟蔡慶新弟兄於六月五日（週五）離世歸主，安息聚會現

訂於本週六（六月廿七日）中午十二時在紅磡寰宇殯儀館舉行，請弟兄姊

妹為聚會禱告，並預備時間參加。 

五、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路加福音第一章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在基督裡長進（三）─ 聽主所說的話 

 詩歌：271首、詩集：31首 
主必定會再來 

主的遲延乃是寬容我們，祂願意人人都悔改。這是主對我們的憐憫和恩

典。到那日，天地都要廢去：天被火燒就銷化了，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

了。表示地上一切的事物都會銷化，不會存留，沒有永恆的價值。既然主

仍給我們機會，我們應當過一個聖潔、敬虔的生活，常作準備，儆醒等候

主的再來。不然就好像那五個愚拙的童女一樣，沒有預備足夠的燈油，到

新郎來時就只能在門外哀哭切齒了！神不是要我們僅僅的得救，乃是要把

我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把我們帶進榮耀裡。今天我們的盼望是甚麼？我

們的盼望應該是主的再來，我們的盼望應該是到新天新地與我們的主永遠

的同在。今天我們該怎樣仰望並催促神的日子來到？首先，我們要防備惡

人的錯謬誘惑，使我們不會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第二，我們卻要在

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我們要「在基督裡長進」，直等到

我們長大成人；當教會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裝飾整齊，新郎就回來接新

娘了。 
 

在基督裡長進（一）－ 認識神的救恩（彼後 1：1-4） 

因神和基督之義，我們得到寶貴的救恩；因認識神和主耶穌，恩惠與平安

多多的加給我們；因認識召我們的主，神將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並

且神應許賜給我們得與神的性情有分。 
 

在基督裡長進（二）－ 有份神的性情（彼後 1：5-11） 

神的心意是叫我們豐豐富富進入神的國。「…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

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

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

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我們若行這

幾樣，就永不失腳；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

穌基督永遠的國。」讓聖靈在我們身上作工，使我們有份於神的性情。 
 

在基督裡長進（三）－ 聽主所說的話（彼後 1：12-18） 

彼得臨別感言提醒 

彼得知道自己快要離世，就更迫切地常常提醒信徒，提醒他們主必定會再

來，我們要好好儆醒等候祂的再來。彼得為甚麼那麼肯定主必定會再來

呢？因他仍清楚記得一件事，就是他親眼見過主的威榮。我們的主和祂的

所作，是絕對對的、可靠的。為甚麼是那麼可靠的呢？因為「是主親自啓

示的」。 
 

主親自啟示的國度 

主耶穌從父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向他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這是彼得同主在聖山的時候，親自聽見

有聲音從天上出來。主的國度是一定要顯現的，因為是主親自啟示給我們

看。我們一同來回憶當天在變化山上所發生的事。有三本福音書都記載了

「登山變像」（太17：1-7）（可9：1-8）（路9：18-36） 
 

一、主在榮耀光裡顯現 

「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耶穌帶著彼得、約翰、雅各上山去禱告。正禱

告的時候，他的面貌就改變了，衣服潔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兩個

人同耶穌說話；他們在榮光裡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

冷將要成的事。」（路9：28-31）這次的事給彼得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使

他清楚知道我們的主是誰，也使他知道主在地上要作的是甚麼。這次主在

榮耀裡顯現，是證明主的工作必定會成就，包括一切神要成就的旨意，所

以主的再來也必定成就。 
 

二、人們的心思會迷糊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見耶穌的榮光，並同他站著的

那兩個人。二人正要和耶穌分離的時候，彼得對耶穌說：夫子，我們在這

裡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他卻不

知道所說的是甚麼。」（路9：32-33）主耶穌、摩西和以利亞談到主要釘

十字架的事。主在交通這件事的時候，主的榮耀沒有保留的顯了出來，在

彼得看來這件事實在是不得了，所以他心裡就迷糊起來，他們願意長久留

在那裡。他對主說，「我們在這裡真好，我們要在這裡搭三座帳棚，一個

給你，一個給以利亞，一個給摩西。」今天我們的眼睛心思有沒有被甚麼

東西所迷糊？有沒有一些人、事、物我們也覺得很好，我們要去爭取把它

們留下來。今天不少基督徒就是把許多的心思放在那些屬世的事情上，只

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忘記他們是主的門徒。 
 

三、父神為祂兒子作證 

「說這話的時候，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他們進入雲彩裡就懼怕。有聲

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兒子，我所揀選的，你們要聽他。聲音住

了，只見耶穌一人在那裡。…」（路9：34-36）父神在那個時候說話了：



祂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祂的。神的意思是不能把以利亞和摩西與主耶穌

相比，我們只可聽主的話。因為只有祂才能完成神救贖的旨意，也只有祂

才能把神永遠的計劃執行完畢。雲彩把所有的人都遮蓋了，等到雲彩過

去，門徒「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父神就是要叫他們領會，他們只

能看見主自己，不能把主以外的任何人來代替主，連陪伴著主去完成神託

付給主的人也不可以。彼得寫這封信的時候他快要離世，但他對黑門山的

經歷，還是那麼的強烈。我們幾乎可以這樣說，維持著彼得一直走完他該

走的路，就是這一個經歷所帶給他的印象。因為這一次的經歷不僅是叫彼

得知道我們的主所走的路，乃是十字架的路；更重要的是父神印證了主自

己所選擇的道路，並且告訴他們說，「你們的一切都要根據祂，你們要聽

祂。」這幾個字雖然是那麼簡單，但是帶出來的吩咐卻是很明確的。跟隨

主的人的一切動作、心思、意念、定規，全都是以主為依歸。因為只有依

據神兒子所作的一切，人才有條件給帶進榮耀裡，並且是叫跟隨主的人豐

豐富富的進入祂的國。 

 

聽主所說的話 

主在地上的日子說了很多話（參看四福音書），我們都要聽，並且我們只

可聽主的話。以下我只帶出幾方面主的教導，但願我們都能聽祂： 

 

對己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他就開

口教訓他們，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飢渴慕義的

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

稱為神的兒子。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

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

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

他們。」（太5：1-12）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

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

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

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3-16） 

 

對人 

「只是我告訴你們這聽道的人，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

好！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你們願意人

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可酬

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路6：27-32）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28：19-20） 

 

對神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財利的意思）。…你們要先求他

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6：24、33）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

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

救了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賠上自己，有甚麼益處呢？凡

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自己的榮耀裡，並天父與聖天使的榮耀

裡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路9：23-26） 

 
讓我愛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讓我事而不受賞賜； 
讓我盡力而不被人記，讓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傾酒，不知飲酒；只想擘餅，不想留餅， 
倒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捨棄安寧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體恤，不受眷顧，不受推崇；不受安撫； 
寧可凄涼，寧可孤苦；寧可無告，寧可被負。 
願意以血淚作為冠冕的代價， 
願意受虧損來渡旅客的生涯。 
因為當你活在這裡時，你也是如此過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損失，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適。 
我今不知前路究竟有多遠，這條道路一去就不再還原； 
所以讓我學習你那樣的完全，時常被人辜負心不生怨。 
求你在這慘淡時期之內，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 
學習知道你是我的安慰，並求別人喜悅以渡此歲。 

 
□ 陳福生 



 選讀一兩節聖經 (最多一少段；可從詩篇開始)。在該段經文上，一 
面讀，一面思想(參詩篇第 1篇 2節)，然後隨著裏面的直覺，感覺向
主禱告。 

 
  在此試以詩篇 23篇第 1、2節作示範：「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
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先把
這兩節重複讀三、四次，然後照著心思裏的引導禱告(不需閉眼，可 

 看著經文)。例如：「主阿！感謝祢，祢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牧者；是
我的 (放較重的語氣在「我的」上) 牧者，感謝祢」。再重讀：「耶和
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禱告：「主阿！感謝祢！因為祢是
我的牧者，有祢作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主阿！是的，從前沒
有祢，我的人生常感不滿足，現在有祢作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
「感謝主！讚美主！我不致缺乏，我「必」(加重語氣)不致缺乏；不
是可能不缺乏，乃是必定不缺乏。主！我實在感謝祢，幫助我，叫
我的信心安穩在祢的話上，叫我知道，我必不致缺乏，阿們」。繼續
讀：「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重複讀兩、三
次)。禱告：「主！感謝祢，祢不只使我不致缺乏，祢更使我能躺臥在
青草地上。在青草地上，我不為吃，而是能躺臥在那裏，能安息，
因為祢已使我滿足了，讚美主！」；「讚美主！祢叫我滿足了，叫我
能躺臥青草地了，主！感謝祢」。再讀：「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禱告：「主阿！感謝祢！祢「使我」(加重語
氣)，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在看似我的需要上，祢叫我能超越，能
不被吸引，因為祢已叫我得飽足，感謝主」。再讀：「他使我躺臥在
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禱告：「主！感謝祢，祢不只使
我躺臥在青草地上，祢又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水雖然是人的必需，
是我的需要，但感謝祢，現在我在水邊能不為喝水，能安歇，能安
息」；「主！感謝祢，因為祢是我的牧者，祢帶領我的道路，叫我能
無掛慮，求主保守我，叫我緊緊跟隨祢，阿們」。 

 
  按著這一二節經文，你可隨裏面的感覺與主對話。然後，再把
經文讀一、兩次，綜合剛才讀的時候的感覺，再有一點簡單的禱告，
就結束這段時間。盼望你能這樣學習，使你逐漸學會默想，吸取主
的話，將主的話成為你的糧食(參耶利米書 15章 16節)，成為你每天
生活的引導(詩篇 119篇 105節)。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6月 21日 
身體的表現 

五旬節那天，許多人聽見響聲，都聚集到使徒面前來，彼得就站起
來作見證；十一個使徒也同他一齊站起來。他們沒有預先約定，也
沒有預先安排；這是生命自然的表現，是一個身體的活動。那天就
有三千人得救；這三千人就在聖靈裡進到身體裡。在一天內就加入
三千個肢體，不是三千個會員，並且馬上顯出身體的生活：「都恆心
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徒二 42）使徒的教訓
就是主耶穌的教訓，使徒沒有自己的教訓；不是彼得有彼得的教訓、
約翰有約翰的教訓；乃是主將祂的教訓交託他們，他們從身體的頭
基督所領受的就分給我們。 

 
6月 22日 
教會生活：交通、擘餅、祈禱 

約翰說：「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
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約壹一 3）我們都是被
召，進入基督的交通裡面。擘餅就是紀念主，擘餅就是見證我們雖
然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這裡的禱告不是指個人的禱告，乃
是團體的禱告，是同心合意的禱告。所以，當身體顯現的時候，立
刻就在生命裡活出身體的生活來。在使徒行傳第四章，教會開始的
時候，他們彼此相愛，沒有自己；他們彼此相顧，同心合意，歡喜
快樂的活在神的面前（四 32-35）。這教會的見證不是外面教導出來
的，乃是裡面生命的流露。 

 
6月 23日 
愛的生活 

身體的生活乃是愛的生活。「愛（原文無『人』字）不可虛假；惡要
厭惡，善要親近。」（羅十二 9）這個愛是神的愛，是沒有自己的愛。
這個愛是「基督的愛激勵了我們」，是「聖靈把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



裡」，是「起初的愛」。愛不可虛假，就是不可做作、裝假。又不能
因為愛的綠故，連惡都愛了；惡要厭惡，善要親近。愛一點不軟弱，
它能夠遵行神的旨意。有了這樣的愛，自然就「愛弟兄彼此親熱」。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約壹三 16）「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約壹四
11）這就是身體的生活。 

 
6月 24日 
彼此的生活 

身體的生活不是個人的生活，乃是彼此的生活。我們每個人都有自
己的個格，這是神所創造的；個格是不改變的，但是單獨是需要除
掉的。我們是在基督身體裡彼此作肢體；要有彼此的觀念：我需要
你，你也需要我；你沒有我不行，我沒有你也不行。「恭敬人，要彼
此推讓。」（羅十二 10；原文是「要彼此爭先」）你尊重我，我尊重
你；我看你比我強，你看我比你強。彼此依賴，互相關懷。保羅是
很屬靈的人，還要請弟兄姊妹為他禱告（我們往往為軟弱的弟兄姊
妹禱告）；因為他知道身體的生活，他需要肢體的扶持和供應。所以
我們要彼此代禱，彼此相顧。 

 
6月 25日 
服事的生活 

身上所有的肢體都是服事的，就如嘴吃東西，不單為著嘴，乃是為
著全身體；腳走路，不單為著腳，乃是帶著全身體。主來不是要受
人的服事，乃是服事人。我們都是喜歡人來服事，不但在物質生活
上來服事我，也要在屬靈上來服事我。我參加聚會，是盼望人用話
語來服事我；禱告聚會就不參加了，因為禱告是服事人。如果大家
都是來服事人，要將主所給的恩典給人，則教會的聚會就很寶貝。
身體的生活是個服事的生活，我們若沒有服事的心志，就沒有過身
體的生活；若真看見身體的生活，就「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羅
十二 11）；服事一小弟兄就是服事主。 

 
6月 26日 
恆切、同心、得勝的生活 

在身體生活裡，肢體那麼親近，不免有時會有摩擦，所以要有恆久
忍耐的心志，不要碰到一點難處就灰心喪膽了，總要持久的在神面
前。又要彼此同心；不能同心的原因在於志氣高大，以為自己的意
見是最好最完全的。我們要存著謙卑的靈，放下自己的意見，以主
的心為心，就能同心合意了。「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
十二 21）如果弟兄有甚麼地方得罪你，你不單赦免他，並且能以善

勝過他，能夠用恩典來供應他，好像炭火放在他頭上，使他受感動，
把他恢復過來，這是身體得勝的生活。這流露出來的生活是教會的
見證，人就能在教會裡遇見主。 
 
6月 27日 
身體的事奉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不是一個描寫，說是像基督的身體。我們個人
的追求，不是為要成為屬靈偉人，乃是能在身體裡作一個供應的肢
體。肢體都是不同的，但都是神按祂旨意把我們安排在基督的身體
上，我們往往不大滿意神的安排，偏偏喜歡做其他的肢體，因此我
們就不能盡功用。我們能盡功用，是因神在我們裡面運行的結果；
如我們不站在神所安排的地位上，神就不再運行了，我們也無法盡
功用。今天最可惜的，就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大多數都不盡功用，
只盼望幾個肢體來盡功用，這是病態。不要輕看自己功用微，每一
肢體在神看來都是寶貴的，不可少的。 

 
 

慕道與初信問題解答 12 

問：團契導師們，常提醒當好好讀聖經和禱告，要讀出聖經的事實， 
並且要默想，吸收主的話作生命的糧；與生活的引導。但信主
至今，我還是學習不好，不易讀出聖經的事實，更不知道怎樣
默想、領受，請問我可以怎樣的學習？有甚麼簡易之法？ 

 
 答：感謝主，有這樣好的團契導師，關心你靈命的成長，常給你提
醒。也感謝主，你能有這樣一個願意學得更好的心。求主幫助你。 

 
  是的！在靈命成長上，讀經、禱告、聚會、肢體相交，都是十
分重要，缺一不可，當好好學習。而提到讀聖經和禱告，這二者更
是相互相連。讀經的基礎，應一年最少讀一遍，若還未養成這習慣，
建議下載「嗎哪靈糧」APP，跟隨它的進度讀。每星期最好能用一小
時，在一卷書上。若不曉得怎樣讀，你可先從今年青年特會所定的
「腓立比書」，按講員所擬的問題作，在讀出聖經的事實必能給你點
幫助。 

 
  屬靈的長輩們常告訴我們，基督徒若能早起，是我們蒙福的秘
訣。這也是我們要學習默想、領受神的話，在時間上的一個關鍵。
所以若可以，每天最好早起十五、二十分鐘 (若實在不能，當儘量分
別一點時間)。在這段時間裏，先求主賜予渴慕與祂親近的心。然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