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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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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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香港的疫情及社會的情況禱告，求神保守管理，並讓人在這困難的

時期能轉眼仰望耶穌，使人因信祂能得著真正的平安。
二. 記念今年以網上形式的兒童暑期聖經班，求主吸引更多的兒童參加，

也記念各項的服事安排。
三. 請為教會各種網上聚會禱告，求主保守我們追求主的心，抓住機會更

多追求認識主。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求主繼續施恩看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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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天下午二時正，有網上的事奉交通聚會，請各崗位服事的同工依時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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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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肢體相交（網上聚會）

"t)[<¤�`�詩歌分享（網上聚會）

5：00 pm
| � ��生活組(8)（網上聚會）

'�����屬靈書籍分享(7)（網上聚會）

主 

日

9：00 am 

9：45 am 

11：15 am 

£���（暫停）

^l��（網上直播）

P�),@/.� 
;nP�/.�（部分班級網上聚會）  

,@n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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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六日 第三十三卷第三十三期

w�:@�y/¥�uu���=C/#�（林前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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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年度兒童暑期聖經班以網上形式進行，向小朋友傳�音，歡迎現就
讀小一至小六的小朋友參加。大家可透過教會網頁了解活動詳情和
參加聖經班課堂。這次聖經班不用報名，歡迎家長和子女即日起按
自己的時間進入聖經班網頁一起收看第一課課堂影片和完成工作
紙。 

以下是聖經班網頁的連結： 
https://www.kfcah-sbs.org 
這次聖經班共有兩堂。第二課課堂影片和工作紙將會在下主日8月23

日上載到聖經班網頁。請為這項服事代禱，如有�詢可聯絡各兒童
主日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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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傳7:14） 
在主面前思想，現今的環境是給教會的考驗，叫我們知道教會實際
的屬靈的光景，所以要有屬靈的眼光看待現今的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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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回來日子近了，正在門口了（太24:32-33），要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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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獅子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5:8） 

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彼前5:9） 

所以，要謹慎自守（彼前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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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棄絕從天上警誡的（來12:25） 

耳朵不要發沉（徒28:27），要有能聽的耳朵 

不能被震動的 
是屬靈、屬生命的 

一、與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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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醒的目的是為等候主回來（太25:1、13），有時心靈願意
但肉體軟弱，失去了神的託付，求主使我們等候主的心不
減。 
禱告若常為祈求、交託，會缺乏與主交通的禱告。應密切與
主交通、住在主裏，能不論外面還是裏面的事都不懼怕（詩
篇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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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為人，不靠人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林後1:12），如

此經歷能進深與主的關係，更認識主、屬靈生命更長進。 
即使事與願違，但所期望、所倚靠的仍是神自己；因耶和華
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哈3:17-18） 
以耶和華為可靠，能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而且結果不止。
（耶17:8）我們要成為在惡劣環境仍能結果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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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得着主的生命，也要分外地殷勤追求主，有了八樣性
情，在認識、追求主上就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彼後
1:5-8） 

認識主要有長進，以免被惡人的錯謬誘惑。（彼後3:17-18） 

二、與肢體關係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彼前4:8上） 

7c!¡D�N¢G3TS�
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約壹3:17-18） 

弟兄為患難而生。（箴17:17下） 
吃、喝、住、衣、病、監；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25:34-36、40） 

作陪伴的人；一面被毀謗，遭患難…；一面陪伴那些受這樣
苦難的人。（來10:33-34） 
以尼希米作榜樣；見弟兄們的擔子太重，就不加他們的稅，
也不受王的俸祿，並將積蓄供應有需要的人（尼5:14-19）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箴19:17）神給我們的遠超我們給別人的。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來10:24） 

要詳細知道你羊群的景況，並留心料理。（箴27:23），像
保羅關心弟兄姊妹一樣（羅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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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洗腳（約13:1、4-5、14-15）；為弟兄姊妹洗去被世界
沾染的思想 
代禱的服事（結22:30、耶18:20、雅5:6）；使神的怒氣轉
消、弟兄姊妹心靈得醫治 
自己被恢復，回頭要堅固弟兄（路22:32） 

□容錦泉



耶穌愛小孩 

(太十九 13-14)「那時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
穌，要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門徒就責備那

些人。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
的，正是這樣的人。』」 
(太十八 1-5)「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大的？』
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凡為我的名，

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聖經記載那時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

祝福小孩子。門徒卻責備那些人，也許門徒認為不應為此小事而阻

延主耶穌上耶路撒冷的行程。不過，主卻不以為然！衪愛護和歡迎

小朋友：「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

是這樣的人。」主明白表示人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

得進天國。況且，凡為主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

主。作父母的，總是疼愛子女，想把最好的送給他們；就像帶小孩

子到主面前的那些父母。神願意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也就是

不分老幼、種族、男女（參提前二 4，彼後三 9），主耶穌同樣重視
幼小的生命。今天，我們是否重視兒童屬靈的前途和教育？是否按

照主的吩咐，向小朋友傳福音，將最好的送給他們。我們都盼望小

朋友能夠蒙福，從小得救，行走義路。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傳道 (參
提後四 2 )；黑夜已深、我們要把握每個珍貴的機會。 
 
回想九二年，我們開始在葵芳聚會，轉眼數十寒暑。就兒童工作而

言，主實在親自保存和成就祂所交託我們的（提後一：12）。當年的
小朋友，今天已經長大了，也有些加入兒童的服事。因此，跟他們

一起配搭服事時，心裡實在滿有喜樂和感恩！是主看顧和保守小朋

友的成長，為主所用。此外，每年的暑期聖經班，除了現有的同工

參與，每次大約有十多位青年人加入，許多還是初次學習事奉，實

在難得！這都是主的感動和工作！今年雖然有疫情，但為了向小朋

友傳褔音，經同工詳細交通及禱告等候，決定繼續舉行兒童暑期聖

經班，只是改為網上形式。當中無論是教學、宣傳、報名方法、同

工溝通的方式……許多都是新嘗試，自然也有不少難處；再加上疫

情影響，限聚令的要求……，以致籌備時間和服事更受限制！感謝

神，衪有豐富的恩典和憐憫，靠著神的大能和大家忠心的擺上，各

人全力以赴，分秒必爭！我們相信只要同心靠主，一切困難都能解

決。 
 
兒童暑期聖經班網上聚會，首播日期為 8月 16日，大家可透過教會
網頁了解活動詳情和報名方法，便可以參加聖經班課堂。現在是這

場爭戰的緊要關頭，尤其需要大家為每個服事的肢體禱告；另外一

個非常重要的點，就是你也嘗試，親自邀請就讀小一至小六的小朋

友參加。 
 
在這段灰暗的疫情期間，將祝福帶給你周圍的小朋友，就是你送給
他們最好的禮物，使他們終身受用，—生蒙福！「教養孩童，使他
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 22:6) - 共勉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8月 16日 
守住主的見證 

守住耶穌基督的見證，就是事奉主。當主的見證在地上受到許多衝
擊時，不少人放棄了主的見證。感謝主，仍有一班人仍舊守住主的
見證，承認耶穌是主：祂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祂曾死過，現在
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祂是萬有
的主，是一切的一切。這樣的見證，就是事奉主。每當我們提到事
奉時，我們總是注意殿的事奉，作這個，作那個；完全忽略了事奉
主自己。因此在事奉上，往往是用力多，收效少。這是因為我們裡



面缺少屬靈的份量和價值。真正的事奉是事奉主，不是事奉殿；求
神憐憫我們，作個忠心事主的人。 

 
8月 17日 
事奉殿的工作（一） 

事奉主至重要，但不能沒有殿的事奉。舊約時代，這兩部份工作分
兩種人來作，新約則由一人來作。我們必須事奉主，也要事奉殿。
事奉殿第一樣工作就是看守殿門。以色列人因為在這工作上軟弱，
所以讓許多不屬神的東西進來了，把整個聖殿的見證都毀掉了。事
奉是每一個神兒女的責任，我們不能讓世界的東西、神以外的東西
進來，不能讓肉體進來。我們若看不住自己的肉體，教會的門戶就
要大開，世界、肉體……等不是神的東西都進到教會，教會就混亂
了，教會的見證也破壞了。我們首先要對付自己，不要把自己的意
見、聰明、辦法帶進來。 

 
8月 18日 
事奉殿的工作（二） 

利未人第二樣工作是幫助獻祭的人宰殺牛羊祭牲，像是世俗的工
作，卻不在屠場而在神的院中。這是幫助弟兄姊妹奉獻的工作，具
有屬靈的價值。利未人又要辦理殿內一切的事務，如幫助祭司預備
水和柴，清潔等雜務。在神的家中，這樣的事情很多。各種能夠幫
助神的兒女，把他們帶到神面前的事務，包括講台上話語的職事在
內，都因著有主的生命流露的緣故，就藉著這樣的工作，把基督分
給他們。事奉主和事奉殿是分不開的，一分開就生毛病；兩者既不
衝突且是並行的。真有密室的生活，並且是真正事奉主的人，也同
時是服事弟兄姊妹的，像主服事人一樣。 

 
8月 19日 
我們所事奉的是誰？ 

在我們事奉神的路上，需要有時間安靜下來，回到神面前，讓祂的
光照亮我們，查察我們事奉的方向是否偏離了，事奉的是草木禾稭
或是金銀寶石？我們要在主面前問：「究竟我今天所事奉的是誰？」
耶穌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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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六 24）
保羅說他事奉的是神（參徒廿七 23；羅一 9；提後一 3），又說：「我
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麼？
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加一 10）我們所事
奉的又是誰呢？討誰喜歡呢？ 

 

8月 20日 
事奉神或事奉瑪門 

主的門徒固然是事奉神，但在不知不覺中會偏離了而事奉瑪門。又
或者一面事奉神，一面又事奉瑪門。說到瑪門，我們以為是錢財；
但主在說「不能事奉兩個主」後，祂叫門徒不應當憂慮吃甚麼、喝
甚麼、穿甚麼；應當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了。吃、喝、穿是我們生活的必需，但問題是：我們的心在那裡？
重甚麼、輕甚麼？是否在事奉的同時，又在那裡憂慮生活飲食？若
為著解決生活所需，我們的心就在不知不覺間被瑪門霸佔了，我們
的時間也多給它霸佔了。我們是否相信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祂將
一切生活所需加給我們呢？ 

 
8月 21日 
追求主或自己的利益？ 

保羅說：「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
三 8）保羅追求認識基督，並曉得祂復活的大能，在祂的揀選裡有
份，在祂的苦難中有份，能效法祂的死（10節）。事奉和追求很有關
係，我們所追求的，就是所事奉的。「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
字架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的告訴你們：他們的結
局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
專以地上的事為念。」（18-19 節）保羅悲痛在事奉神的人中，有追
求自己利益的。他們所事奉的不是神，乃是自己。願主光照我們所
追求所事奉的是甚麼？ 

 
8月 22日 
討神喜悅的事奉是在啟示裡，不是在遺傳裡 

我們若在事奉上忙忙碌碌，而神卻不喜悅，實在是虛空的。討神喜
悅的事奉，首先是在啟示裡而不在遺傳裡。保羅說：「我素來所傳的
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
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加一 11-12）事奉神要用靈，
靈的事奉是根據啟示，因為聖靈把神的心意啟示在我們的靈裡。若
我們的事奉從遺傳而來，就不需用靈來接受，乃是頭腦傳到頭腦，
即使準確，也是死的。保羅豈不是學曉了猶太教遺傳所有的學問，
並以這熱心事奉神嗎？結果是傷害了神。當他在大馬色路上得著天
上的異象，才開始了蒙神喜悅的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