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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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網上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専題 :男女大不同（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如何向家人傳福音（網上聚會）  

 

仁 愛 團：生活組（網上聚會） 

 
 
 
 
 
主 
 
 
 
 
 
 
日 

9：00 am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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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聚會）  
專    題    班： 
聖 經 概 論 班： 

成 年 初 信 班：  （暫停）  

成 年 查 經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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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六日  第三十三卷第三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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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日) 7/9 (一) 8/9 (二) 9/9 (三) 10/9 (四) 11/9 (五) 12/9 (六) 
可 12-13 可 14-15 可 16-路 1 路 2-3 路 4-5 路 6-7 路 8-9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請記念在疫情下各處奉主名的聚會，求神保守屬祂的人敬拜主、追求

主和事奉主的心，並在每一次的聚集，都滿有主的同在。 

二、 請繼續為新學年在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包括聖經課、學

校團契、週六的中一級適應及成長課程，盼望能讓更多學生認識主，

早日蒙主拯救。 

三、 黃漢先弟兄的弟弟黃漢賢弟兄的安息聚會，感謝主！已於上主日（30

號）晚，在主恩典中順利舉行了。弟兄家人感謝弟兄姊妹的關心，慰

問與代禱。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其中有潘國良弟兄、張家

俊弟兄，求主繼續施恩看顧他們。 

 

聚會報告 

一、 本年度兒童暑期聖經班以網上形式進行，向小朋友傳褔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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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聖經班共有兩堂，並不用報名。所有課堂影片和

工作紙已上載到聖經班網頁。同學們可以在九月二十七號（週日）前

參閲課程並遞交工作紙。以下是聖經班網頁的連結： 

https://www.kfcah-sbs.org  
請為這項服事代禱，如有查詢可聯絡各兒童主日學老師。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屬靈的經歷——國度的安息（三）     詩歌 210首 

經文：太廿六 36-39，42；啟十一 18，二十 4； 

賽六十五 20，25 
 

我們蒙主拯救，得以在基督裏，所以無論在哪裏，任何時

候，我們都可以經歷祂    看見祂，聽見祂，摸到祂。並且，

我們在地上，亦可享受從祂而來的安息，因為主已經作成一切，

叫我們享受祂的豐富。 

我們在主裏享受的安息，不但有個人的安息，也有家的安

息，國度的安息，最後 神要我們得着的，是永遠的安息。 

過去曾交通國度的安息，只是在地上的國度裏越過越難有

安息，我們只有活在神的國度中才能享受安息。並且，若真要

經歷國度的安息，必須藉屬靈爭戰而得。 

在屬靈爭戰裏，我們的敵人只是魔鬼撒旦， 並非受其迷惑

的人。再者，爭戰的核心是人裏面的肉體，所以爭戰中的倚靠

必須是聖靈，只有祂懂得教導我們運用十字架而得勝。 

屬靈爭戰中，還有很重要的秘訣，就是跟從主耶穌的腳蹤。

主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卻為我們成為肉身，作人子；祂凡事

受過試探，卻沒有犯罪，所以祂的腳蹤就是我們的榜樣，要我

們照着行。 

主耶穌一生所行的事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祂在

客西馬尼園所禱告的：「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

思。」其實，主耶穌不是到面對十字架的苦難，才對父說不要

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從祂降生開始，祂所遭遇的、

經歷的都是照着父神的意思，甚至祂被人誤會、離棄、誣陷的

時候，祂仍喜樂的對父說：「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主耶穌不單照父神的旨意為我們釘十字架，祂一生所走的

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祂對門徒說要背起十字架來跟從祂。

背十字架不單純是為主受苦，背十字架的意義，更重要是人的

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下，這就是主耶穌對父神所說：「不要照我

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 

活在神的國度中，就是活在神的權柄和旨意中，所以必須

是不照自己的意思，只要照父神的意思，好叫神的意旨成全，

這就是主耶穌在地上的腳蹤。 

誠然，國度真正的安息，只有當主再來，在地上建立千年

國度才能完全實現。那時，主耶穌要用鐵杖管轄列國，得勝者

與祂一同作王掌權。在千年國度裏，人的壽數如同創世記所描

述般長久，動物重回起初創造的景況    不傷人，不害物，喫

草如牛，一切受造之物都活在神起初賜給他們的安息裏。 

     □ 馮貴滿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9月 6日 

神建造教會的目的 

主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太十六 18）主到地上來

不單要恢復以色列國，也要來得着一個教會，從各方各民中得着一班

人歸祂自己，成為祂的身體，作祂的新婦，與祂同勞，與祂同榮，這

是神對教會的心意。主為達成祂的心願，在地上作預備材料的工作；

祂呼召人，並釘死在十字架上，流出血和水。寶血洗淨我們的罪，主

的命如水倒出，叫我們得祂的生命，這就是教會的材料。有了材料，

才有建造；到了五旬節，聖靈降下來，把主所呼召的人，不論是猶太

人，或是外邦人，都在靈裏被浸成一個身體，教會就實際地建造起來

了。 

 

9月 7日 

神在教會作恢復工作 

使徒行傳的後期，約主後六十年，教會出現了一些衰敗情形；彼得後

書、提摩太後書都顯示了教會漸漸進到荒涼裏。到第一世紀末，只剩

下一個門徒老約翰，他在作恢復的工作。他所寫的福音和書信，就是

針對當時教會的破口，要人認識基督是一位怎樣的基督，要把教會恢

復到神榮耀的旨意裏。從約翰的啟示錄，更看到神已經在開始對教會

作恢復工作了。翻閱教會歷史，可看見神在每個時代都在作恢復的工

作。第十六世紀，天主教已經墮落到一個沒有真理的地步，神作了一

個真正的恢復。神恢復的工作今天仍在進行，要一直到得着一個榮耀

的教會。 

 

9月 8日 

父怎樣作，子也照樣作 

猶太人責難主在安息日醫治一個病了三十八年的癱子，主說：「我父作

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約五 17）主再說：「子憑着自己不能作甚

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約

五 19）自創世記第三章人一犯罪，神的安息就沒有了，父從那時就開

始作工，一直作到今天；所以主照着作。主不是在作自己的工，乃是

父的工，是父在祂裏面作的。主一生沒有私事，沒有一件是在父以外

的事情，祂把一切都奉獻來完成父的旨意，甚至於喝苦杯、釘十架。

十字架不是主的目的，父的旨意才是。主一生都在作父的事，這是主

工作的原則。 

9月 9日 

用信來作的工 

一提到神的工作，就立刻聯想到各方面的事務，如傳福音、造就信徒，

作這樣那樣。我們的工作是甚麼呢？主說：「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作

神的工。」（約六 29）神的工作是單數的，不是多數的。神的工只有

一個，這個神的工不是要我們去作，而是要我們去信。因為神的工只

有神自己才能作，人所能作的只有信；信就是相信接受神自己的工作，

先把自己放在主的手裏，讓祂來工作，這樣就會在我們身上產生出祂

的工作來。工作的出發點若放在「作」而不放在「信」上，是作自己

的工，最多只能說是為神作事；稱不上與神同工，也不是作神所作的

工。 

 

9月 10日 

神所作的工 

主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那事是甚麼？神在永世之前

就立定了一個旨意，這旨意在以弗所書、歌羅西書說出來了，是要叫

祂的兒子在萬有上居首位，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祂兒子裏同歸於

一。神的旨意是要把人賜給祂的兒子，教會成為祂的配偶，作祂的新

婦，與祂同榮。因着這個旨意，就產生了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就是指

着這件事，如果有人在這件事之外，還有其他的工作，這人就從神的

工作裏出去了。不管我們在作甚麼，傳福音、造就信徒、探訪等任何

工作，都必須和神這個工作連在一起；若將事工作為目的，我們只是

作自己的工。 

 

9月 11日 

那些工作真是神的工？ 

現今神工作的光景：創造的工作少，恢復的工作多；消極的工作多於

積極的工作。神昔日呼召耶利米時，對他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

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耶一 10）也就是今天神工作的情形，因為今天在教會裏面有許多不

是出於神的東西，若不拆毀，就不能建造。若真是神的工作，必然看

見許多的拆毀。在我們自己或在弟兄姊妹身上，如果我們不接受拆毀

的工作，便不能接受建造，這是恢復的路上的光景。感謝神，祂是創

始成終者，祂作了工，必定要完成，祂絕不會半途而廢。 

 

9月 12日 

如何作好神的工（一） 

首先要認定「神的工，只有神能作」。在創世之前，神就在自己裏面定

規了一個旨意，根據這個旨意，祂就安排了一個計劃，然後按這個計



劃，用自己的大能大力將它成就（弗一 9-11）。若神不啟示，人就不

知道祂的旨意和計劃是甚麼，也就無法作神的工。若我們不知道祂要

的是甚麼，祂要怎樣作，我們所作的便是出於自己，用自己的力量作

我們所以為神要作的事了。神不用人作祂的謀士，我們根本不能參予

祂的計劃，這計劃是全盤的、完全的，誰也不能修改或增減。在神的

工作上，我們毫無所能，也不知道；一切都需要神的啟示和駕御，才

有分於神的工。 

擘餅記念主詩歌，作者與寫詩背景 

祂名為奇妙— 詩集 179首 

His Name Is Wonderful 

 

祂名為奇妙，祂名為奇妙， 

祂名為奇妙，耶穌我主； 

大能的君王，萬有的主宰， 

祂名為奇妙，耶穌我主。 

祂是大牧人，祂是萬古磐石， 

祂是全能的神； 

俯伏敬拜祂，愛戴敬仰祂， 

祂名為奇妙，耶穌我主。 

 

His name is wonderful, His name is wonderful, 
His name is wonderful, Jesus my Lord; 

He is the mighty King, Master of everything, 
His name is wonderful, Jesus my Lord. 

He's the Great Shepherd, The Rock of all ages, 
Almighty God is He; 

Bow down before Him, Love and adore Him, 
His name is wonderful, Jesus my Lord. 

 

「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賽

九 6） 

聖經中耶穌基督的名稱超過百個，而最奇妙的是，祂的名稱為奇

妙。實在，有誰像祂？祂的降生奇妙：神藉先知早就預言；世界歷史

為祂轉動；天上使者為祂歌頌。祂的生平奇妙：經上說：「耶穌所行的

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地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

下了。」(約廿一 25)。祂的工作奇妙：祂說：我來是要傳福音給貧窮

的人，使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

神悅納人的禧年(參路四 18-19)。保羅更說：「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弗

二 10) 有譯本翻作「我們原是祂的詩」。是的，祂在我們每一個蒙恩人

身上，的確寫上了美妙的生命之詩。所以，人想到這位奇妙的主，無

不因祂的名而發出歌頌讚美。 

此詩歌的作者奧黛麗·米爾（Audrey Mieir,1916-1996），正因在美國

加州杜瓦提市(Duarte)的一個小教堂，於聖誕節的主日聽見了講台上的

傳道人，雙手舉起高聲說：「祂名稱為奇妙！」而觸動心靈，當晚和一

群年輕人聚會時，她就自彈自唱了這首新歌。未料，從此這首詩歌竟

流傳到世界各地，且譯成多國文字。 

奧黛麗·米爾出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童年時期，

就已顯示了她的音樂天分，唱歌並領導合唱的才華。16 歲時，她開始

作曲。1950 年代，她建立了和聲合唱團，並與音樂家兼傳播家 Phil Kerr

合作。更於 1960 年代在全美國舉辦了音樂佈道會。1970 年，賓夕法尼

亞州舉辦了一個基督教書展，她應邀為讀者簽名。在開始前五分鐘，

一位老婦人走到她面前擁抱她，對她說：「當我知道你會在這裏時，我

必須前來告訴你一件事。我快要八十歲了，丈夫和我一生在一起合唱，

他是優美的男高音，我唱主調。年輕時我們在各大會場演唱，年老後，

我們只能在醫院和療養院獻唱。我們深深愛我們的主，樂於為祂到任

何地方歌唱，傳揚祂救人的福音。我丈夫體格魁梧，從不生病。但有

一天他突感奇痛難忍，進醫院後，因為檢查費時，我被遣送回家。過

了些時候，醫院來電說我丈夫要見我。當我步入病房，看到他的情形



時，我差點昏倒。他張眼對我說：「我要你來是想我們再能合唱一次」

我說：「在此時此地？」他說：「是的，唱我們心愛的歌“祂名稱為奇

妙”」。於是我們握著手閉上眼開始唱，他的男高音還是那麼的美，但

聲音漸漸遠去，最後只剩我一人獨唱。他在唱著這首詩歌中到主那裏

去了。我來特要謝謝你作這首詩歌，帶領我丈夫回天家。」奧黛麗聽

後深受感動，待她定神過來時，那老婦人已悄然離去了。 

奧黛麗·米爾的詩歌活潑輕快，其中如「我真快樂」（I’m So 

Happy），「我永不再寂寞孤單」（I’ll Never Be Lonely Again），「當你求」

（When You Pray）等。在 1960 年代，廣受青年人喜愛。 

在記念主的聚會中，我們思念主的大愛，祂救贖之恩，也想到主

的名。祂名奇妙，世上無名如此，只有祂名我們愛聽不倦，愛唱不停，

因祂的名是地上最甜至美，無人能說盡其寶貴。惟願我們頌讚祂名直

到那日與祂面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