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暫停（改為在家中禱告，請參考敎會報告中的

代禱內容）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詩歌分享－讀經（網上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專題 -屬靈追求（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詩歌分享（ 2）（網上聚會）  

 

仁 愛 團：讀經交通－使徒行傳第7章（網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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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9：00 am 
 
9：30 am 
 

11：15 am  

擘餅聚會（暫停）  

 

信息聚會（網上直播）  

 
兒童及少年主日學 
各班兒童主日學（部分班級網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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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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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 info@kfcah.org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六日  第三十三卷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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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日） 27/7(一) 28/7(二) 29/7（三） 30/7(四) 31/7(五) 1/8（六） 
摩 6-7 摩 8-9 娥 1-拿 1 拿 2-3 拿 4-彌 1 彌 2-3 彌 4-5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世界各地的疫情代禱，求神施恩憐憫，香港近日疫情越加嚴峻，請記念醫

療系統所承受的壓力，並為前線工作的醫護人員禱告，求主保守管理，盼早

日止住疫情。 

二、 請為教會各種網上聚會禱告，求主保守帶領我們每一次的聚集。 

三、 請記念本週六（8月 1日）鄺念宗弟兄的父親鄺慶深弟兄的安息聚會，求主帶領。 

四、 葉綺玲的母親葉李德玉姊妹於上週二（7 月 21 日）離世歸主，求主安慰姊妹

的家人，並帶領安息聚會的安排。 

五、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其中陳見愛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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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所暫停聚會期間，各聚會安排如下： 

  1) 主日擘餅聚會及信息聚會 
   1.1）擘餅聚會：暫停 
   1.2）信息聚會：網上直播 

   (早上 09:30開始「安靜默禱」及「記念主詩歌」，10:00開始「信  
    息聚會」，最後有「聚會報告」及「禱告事項」) 

  2) 主日學 
   2.1）兒童主日學、兒童聚會暫停，兒主部分班級網上聚會，詳情會通知同學。 
   2.2）少年班、青年慕道班、信徒造就班：網上聚會  
   2.3）聖經概論班、專題班、恩慈團、成年慕道班：暫停 

   3) 週二晚禱告聚會：家中禱告 
   4P) 週六團契聚會：網上聚會 

z  注意：所有網上聚會詳情將由相關同工另行通知。 

疫情期間，請多禱告，倚靠主並學習彼此相愛，願主帶領我們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二、 本週六（八月一日）中午十二時在尖沙咀【聖安德烈堂】有鄺念宗弟兄的父

親鄺慶深弟兄的安息聚會，請弟兄姊妹禱告記念當天的聚會。 

通訊 

（網上聚會） 

（暫停）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二) 5  

經文：馬可福音 1:14-15 
 
因香港近日又出現多宗確診冠狀病毒個案，政府再度發出防疫限聚措施，使得

教會又必須暫停實體聚會。為這疫情，並對全世界各方面的影響，我們仍需繼續更

切的多方禱告，求主憐憫、管理。同時，也當為現今的局勢、環境，並在好些地方

所遭遇的，糧食短缺，乾旱、水災、蝗災等禱告。看見這些災難的發生，更當提醒

我們，主說祂回來的日子近了，所以我們當更儆醒預備，等候主的再來。也當趁著

還有今天，彼此勸勉，且如我們的主題所說的，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早上，我們仍

要繼續從馬可福音來思想，我們的主為僕人，如何按著神的旨意，來作神的工，來

服事人。 

 

一、 約翰下監以後：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我們若對照約翰所記主的事蹟（參
1:29-4:43），並他所說：「那時，約翰還沒有下在監裏」（3:24），推算時間，這第 13
和 14 節之間，相距約有一年。馬可所以沒有記載這時期主的事蹟，自然因他的重
點乃在說明主為僕人，祂是抓緊每一個時間來完成神所交付祂的工。但從另一角度

看，他說：「約翰下監以後」，而不只說「之後」，故然就給我們看見主這到加利利

的時間；而另一面聖靈藉馬可這樣記述，也在告訴我們，施洗約翰，這位主的先鋒，

他被希律囚禁，因此他的聲音被制止了，他公開工作結束了。雖然主也曾為約翰作

見證，他比先知大多了，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比約翰更大（太 11:9-11）。
但再大的僕人，他的職事在神所定的時候也必有停止的時候，因為他不是那光，只

是為光作見證的（約 1:8,3:28-30）。「下監」，原文乃「交給或交出」。這字後來多次
用在主身上（ 9:31,10:33,14:10,11,21），猶大「賣」耶穌，也是同一個字
（3:19,14:41-44）。約翰因著公然指摘希律安提帕娶他兄弟腓力的妻子不合理被下
監（6:17-18）。但從這字「交出」卻給我們看見，是誰在主宰一切？不是地上的政
權，乃是神為著祂的兒子而容許祂僕人受到希律的對付。自然這正表明約翰的義，

他的對神至死忠心。而另一方面，就在這時候，耶穌來到加利利，就是進入希律安

提帕所管轄的地區。他不逃避危險，反而進入危險地區。顯然說明人可以制止先知

的聲音，但他們無法攔阻神的道。再者，耶穌既為神的僕人，祂只有的就是照著神

的旨意而行，地上的環境、政權都不在祂的考量。雖然撒旦事事的攻勢都對準祂，

但為人子的主深知誰在掌管一切。也正因著祂照著神的旨意來，祂的出現更是叫撒

旦的權勢驚恐了（6:14-16）。正如經上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
作為」（約壹 3:8）。 
 
二、宣傳神的福音： 
    我們的主來到加利利，就為宣傳神的福音。我們都曉得，福音就是大喜的信息

（路 2:10）。這福音從何而來？不是屬地的，乃是從神來的，為賜給世上的人。實際

上，這也是祂的服事所要帶給人的。人真正的需要是甚麼？正是這神的福音。這世

界所充滿的，就像主昔日在地上的日子一樣，是在該撒亞古士督這暴政；在希律這

樣的人的殘暴下，人如何能得安舒？感謝神，神的兒子來作僕人，把神的福音帶到

人間。祂呼召門徒，打發他們出去作的，也是宣傳這福音（路 9:6,可 16:20）。今天我

們所要作的，同樣是這工，傳揚神的福音。主宣傳神的福音說：「日期滿了，神的國

近了」。清楚給我們看見，神的福音的內容就是神的國。福音不只是叫人的罪得赦免，

得稱義。神的福音更是關乎到神的國。換言之，神的兒子來，就是為建立神的國，

把人帶進這國裏。不錯，施洗約翰也向百姓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 3:2）。

但約翰所作的不過是為主預備道路。主來了，祂雖然也說：神的國近了，但這位國

度的主，卻是為建立這國度，而祂所以說：近了。是因為這國仍未得著人，也因此

主在地上作得人的工作，把人帶進這國裏。當施洗約翰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百姓就作出了反應，接受了約翰的浸。為甚麼？因為他們實在都在盼望神國的出現，

彌賽亞國度的來臨。對於這些六百多年來都在外邦人手裏，受屈辱的猶太人來說，

確實是巴不得神的國，他們心中的國度，能早出現。這也是所以門徒爭論誰為大；

誰能在祂的國坐在左右邊的原因（太 18:1,20:20-21），也是他們所以在主復活後仍問

主的問題（徒 1:6）。但他們並不明白，主說：「神的國近了」所指的是在屬靈的範疇。

祂第一次來所要建立的國，乃是屬靈的國度，是把神的國建立在人心裏（路

17:20-21），無疑人確實要被帶進這國度裏，但在這國度裏的，首要乃重在人先順服

在神的管治下，讓神在心中掌權。這才是神的福音的意義，神的福音的內容—神的

國。這也是我們傳福音，作主的工所當注意的。 

 

三、當悔改信福音： 
    怎樣得進入神的國？或說預備神國的來到？主說：「你們當悔改，信福音」。「悔

改」按照字義是，回轉、改變你們的心。人一切的行為都由心而來的，所以聖經說，

要保守你的心（箴 4:23）。而悔改就是進入神的國，或說建立神國所必須的條件。今

天人所以不認識福音，不能接受，也不能進入神的國，就是在於不肯悔改，不願意

改變。不僅於此，不只當悔改，也當信福音。「信」按原文應翻作「信入、信進去」。

意思就是把整個人完全投進這福音裏，安於這福音上。很多人相信福音，他們不過

是在理智上接受福音，並沒有真正「信入、信進去」。所以，在一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的信就搖動了，裏面就不平安了。主說，當悔改，信福音。就是心意完全的轉變，

並且把自己完全的信入，投入在這福音裏。甚麼是福音？福音故然是大喜的信息，

但福音若不是耶穌基督，就不是福音，不能稱為福音了。所以是大喜的信息，是因

為有一位救主生下來了。是因為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祂才是福音的內容，是福音的

全部。人所以能得著真平安，是因為在祂裏面，主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在我裏

面有平安（約 16:33）。主耶穌的呼召「信福音」，不只是在理智上接受福音，而是要

安息在福音裏，投身在福音裏，因為如此，人的心才能在福音裏找到平安。 

    「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這不僅是昔日，主第一次到

世上來對人的呼召。這聲音也是今天對我們的呼喚。我們雖然蒙恩，神救了我們脫

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裏（西 1:13）。但面對主的再來，祂的國度要

實現於地，我們是否已準備好？我們會禱告說：「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10）。但我們的心是仍受這世界事物所捆、所纏累呢？還是

已受天國的吸引，渴慕神國的來到？求主拯救我們這處於老底嘉教會的心態，叫我

們不以為自己是一樣都不缺，樣樣都有，都懂都認識了，而落在不冷不熱之中。更

求主叫我們能悔改，心思轉變，在這末後的日子，對主更切的信。信入這福音—神

的兒子，耶穌基督。願主憐憫我們。                  □ 黃漢先 



著安息之所；這使大衛成了合神心意的人。我們的心嚮往主自己，
還是宗教活動呢？我們因著還能傳福音、唱詩、敬拜、交通、作見
證、追求、禱告，就滿足嗎？神卻沒有滿足，因神沒有安息之所。
大衛說：「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等我為耶
和華尋得所在，為雅各的大能者尋得居所。」（詩一三二 4-5）神在
呼召一班像大衛愛神的人，你聽見嗎？ 
 
7月 30日 
約櫃在大衛的帳幕裡 
大衛作王，他尋得約櫃，又知道約櫃是為著全國的，是全國的中心；
他就為約櫃搭了一座大衛的帳幕，把約櫃安放在那帳幕裡（撒下六
17）。大衛不能為神建造聖殿，所以把約櫃暫時放在大衛的帳幕裡；
神卻把聖殿的模式劃給他看，他又為建造聖殿作了充分的準備；到
了所羅門時就把聖殿建起來了。雅各說：「正如經上所寫的：『此後，
我要回來，重新修造大衛倒塌的帳幕。』」（徒十五 16）在神恢復的
工作上，今天是建造大衛的帳幕，不是聖殿。神在呼召、尋找像大
衛的人，愛慕主的自己，體貼神的心，為主建造帳幕，預備主的再
來；那時，聖殿便建起來了。 
 
7月 31日 
以色列頭生的都要歸神 
由創世記開始，以色列人一代一代傳下來，每家的長子就是那家的
祭司；長子的名分包括了祭司的職份，長子在家中承受了屬靈的恩
典。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前，擊殺所有頭生的；因長子代表這一個
家，擊殺長子就是整個家都毀滅了。以色列人的家在羔羊血的保護
下，得以逃脫滅命使者的擊殺，那時神對摩西說：「以色列中凡頭生
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別為聖歸我。」（出十三 2）
他們到了西乃山，神說：「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出十九 6）
因此，無論男女老少，每個被寶血救贖的人，都應當作祭司事奉神，
這是神向以色列人所定的旨意。 
 
8月 1日 
神揀選利未人 
當摩西在山上領受十誡時，以色列人在山下拜金牛犢；摩西見此光
景，把二塊石版摔碎了，表明以色列人破壞了神的律法。為著挽救
這情形，摩西就站在營門中說：「凡屬耶和華的，都要到我這裡來！」
（出卅二 26）結果只有利未支派回應摩西，並照摩西從神來的吩咐，
在營中往來，各人殺他的弟兄與同伴並鄰舍；以潔淨這個營。從那
天起，神就揀選利未人代替一切頭生的來事奉神，為神而活；在利
未人中間就產生了祭司。祭司和利未人就分別出來事奉神，其他十
一個支派都不配事奉神，他們只能經過利未人來事奉神。這不是神
當初的心意，乃是神急救的辦法。 
 

主耶穌是我們的寶貝 

林後 4:7-18，11:23-31 
保羅信主後經歷過下監牢、受鞭打、多次不

得睡、赤身露體的苦，也屢次行遠路，遇到盜賊、曠野、海中及假

兄弟等危險，此外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他身上。對於

這許許多多的艱難和壓力，保羅靠著什麼得勝呢？ 
 
答案是：主耶穌是保羅的寶貝！即使保羅屢受逼迫，卻因「有這寶

貝放在瓦器裏」，就可勝過肉身上的一切痛苦。他以主耶穌為「寶

貝」，自己是瓦器。可惜有時候，我們卻視自己為寶貝，太倚靠自己

的能力（肉體），以至我們無力去面對困難及「疫境」，因這都不是

出於神的。 
 
一、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林後 4:8） 
每一位基督徒信主後也會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難，基至會因難處而灰

心喪志。自去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有減退跡象，很多肢體都落

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中。在這艱難時期，神好像給我們靜下來反思以

往所擁有不是必然的，是神所賜的恩典。 
 
感謝神，當我們好像在四面受敵，心裏作難的時侯，我們有一條出

路，就是仰望天上的神，祂是我們唯一的幫助，也是賜平安的神。「應

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 4:6-7） 
 
在疫情期間不能外出，常困在家裡，正正就讓我們多一點時間為神

的家各項需要禱告，為弟兄姊妹的平安及香港這個城市禱告。使我

們得到「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此外，弟兄姊妹又可以彼此禱告

守望，就像詩篇提到的「恩惠」和「慈愛」隨著我們一樣，從中得

見神恩典的豐盛，我們總不會孤單。 
 
二、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林後 4:9） 
有主在身旁，加給我們力量，我們才可克服軟弱。你有主站在身旁



的經歷嗎? 
 
多年前筆者因身體不適入了醫院，起初以為是感冒，豈料照 X 光後
知道肺已花了，更發現心臟有雜聲，於是被安排在翌日插導管到喉

嚨檢查，當晚真的難以入睡。在被推到手術室的過程中，沒有太太

和兒子在旁，只有不住的祈禱，因知道主就我身旁。檢查後，醫生

稱心臟情況暫時沒有大礙，可以慢慢治療及做手術，這次筆者靠主

勝過恐懼了。同樣，今天我們可能會因面對嚴重的疫症侵襲而有所

恐懼，但感謝主衪時常在我們身旁，加給我們力量去面對恐懼與逼

迫。 
 
三、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  
我們現在所遇見的疫情及困難終有一天都會過去，身體有一天也會

衰敗的，唯有「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才是我們所需要的。枝子在

葡萄樹上得到供應，才有生命，就像我們在主裏面才有新生命。在

主裏，我們可以超越各種各樣困難，靠著親近主使我們內心不至變

舊，而是不斷更新。果園裡的果樹，每年結果後果農都會將樹修剪，

每次修剪後的樹木都變得甚為難看。但奇妙地，到下一個結果季節

時，樹上又再果實纍纍了。我們的生命也是一樣，神讓我們經歷苦

難像今次新冠肺炎一樣，目的是讓我們多倚靠祂、順服祂，生命受

祂修剪妥當後，我們活著就能「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何等的

奇妙啊！ 
 

四、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前 4:18）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

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前 4:18）我們受苦中仍靠主站住，

是要彰顯那寶貝的榮耀。有一天，主要擦乾我們一切眼淚，不再有

死亡、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 21:4）。 

但願弟兄姊妹都能在這疫症籠罩的陰霾下，多倚靠主、多親近主，

視主為寶貝，得著屬天的能力渡過每一天。 

 

 

每日靈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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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6日 
約櫃離開了會幕 
樂於與人交通的神，在以利作祭司時代，祂的話語稀少（撒上三 1）。
那時帳幕仍在，約櫃也在帳幕裡，祭司也照樣獻祭，好像很宗教，
但是屬靈的實際沒有了；以利老眼昏花，他兩個兒子在祭壇上作惡。
非利士人來攻打他們，以色列人失敗了。他們想起失敗之原因是沒
有把約櫃運到戰場來；當約櫃運到時，百姓大聲歡呼說：神在我們
中間，定能得勝。這一仗，以色列人不但大敗，連約櫃也被擄去。
可見當時以色列人的屬靈景況已走入迷信，不是信心；他們不知道
神已經離開他們了。神不滿意他們的光景，寧可讓約櫃被擄，也不
願用祂的約櫃保護祂的百姓。 
 
7月 27日 
沒有約櫃的會幕 
約櫃離開了示羅的會幕七個月後，神使非利士人把約櫃送回來，但
以色列人對約櫃卻漠不關心，沒有將約櫃放回會幕。神不在會幕裡，
然而他們照常往會幕獻祭，祭司仍在洗濯盆清潔，也到聖所去點燈、
擺設陳設餅、燒香。掃羅被立為王，也無心對神，四十年之久，從
沒有在約櫃前求問神。他們不關心神的同在、神的榮耀；他們不在
意約櫃的不在，只要其他東西保留，便心安理得。因為他們仍能獻
祭，能燒香，能有宗教儀式，能有敬虔的外貌，就賄賂了他們的良
心。會幕本是為約櫃而造的，是約櫃使帳幕成為聖潔；沒有約櫃的
會幕在神面前是沒有價值的。 
 
7月 28日 
基督在教會門外 
教會開始時，滿有主的同在和主的榮耀，又充滿主的聖靈。漸漸神
的兒女偏離了主，得罪了主，落到世界和罪惡中，結果外面的形式
仍在，裡面的實際欠缺了。喜歡外面熱鬧的人都到示羅的帳幕去，
因為熱鬧，還可以獻祭；若連獻祭都辦不到，人就不會去了。有人
說，如果神的同在已離開基督教，為何仍有人得救？仍有人為主作
見證？為何仍有禱告敬拜？...因為祭壇和贖罪祭仍在會幕，所以福
音仍在那裡傳，人仍在那裡得救；因金燈台仍在，仍有一點點光；
因金香壇仍在，仍能燒香禱告。今天人都被這些東西迷住，重視主
留下的祝福和工作，沒有注意基督。 
 
7月 29日 
大衛想念約櫃 
今天人所有的宗教活動都是為著自己，有誰體貼神的心，尊主的名
為聖呢？有誰愛神像大衛一樣呢？大衛因為想念神的約櫃而感痛苦
（詩一三二篇），他到處打聽約櫃，要為約櫃預備一個地方，叫神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