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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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相交（網上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生命成長藍圖9（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查經（九）（網上聚會）  

 

仁 愛 團：詩歌簡介＋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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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三日  第三十三卷第三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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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日) 14/9 (一) 15/9 (二) 16/9 (三) 17/9 (四) 18/9 (五) 19/9 (六) 
路 10-11 路 12-13 路 14-15 路 16-17 路 18-19 路 20-21 路 22-23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香港的疫情及的社會環境禱告，求主管理。也求主給智慧如何在

這困難的環境中繼續傳福音，願更多人能認識主，得著主的救恩。 

二、 請繼續為新學年在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上週二已開始

聖經課，另外，現正預備中一級適應及成長課程，求主吸引更多中

一的同學參加，並藉各樣的服事使他們更多認識主，早日蒙主拯救。 

三、 請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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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請繼續記念兒童暑期聖經班往後的跟進，盼更多小孩子不單藉著課

堂認識主，往後也能參加兒童主日學。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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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報告 

一、 下主日（九月二十日）下午二時正，有在網上的事奉交通聚會，請

各崗位服事的同工依時登入。 

二、 本年度兒童暑期聖經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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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主日）或之前，繼續參閲課程並

遞交工作紙，如有查詢可聯絡各兒童主日學老師。 

聖經班網頁的連結：https://www.kfcah-sbs.org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多結果子的生活（八）- 結出聖靈的果子-和平 

詩集：97首 

經文：約十五 16；加五 22-23，25 

一、聖靈的果子 -  和平  

聖靈的果子，不單有仁愛、喜樂，還有和平。「和平」原文編號 1515 
eirene，有和平、和諧、平安的意思。中文聖經主要用「和平」及「平安」
這兩個詞譯出，並且，大多數譯作「平安」，因此也有稱這果子為平安

的果子。英文翻譯則大多數用 Peace。和平是說外面，平安是在心裡；
和平是對於環境，平安是關於心境。換句話說，是外在的安穩，內在的

和諧。 

二、結出平安果子的寶貴 

A）人需要平安 
主告訴門徒在祂裡面有平安，並要把平安給他們，因為在世上有苦

難（參約十四 27及約十六 33）。苦難困難不單使人憂愁、膽怯，更
會使人失去平安，因為當人面對困難，很容易會產生憂慮，沒有平

安。並且，人在憂慮中也很容易迷失方向，以致失去安全感。今天

我們身處這困難的環境，很多人心中也盼望得著平安。 

B）見證平安的神 
感謝神！我們蒙了主的救贖，得著主的生命，也得著了喜樂平安；

並且，聖靈所結的果子，其中就有和平（平安）。願我們都能結出平

安的果子，好能在這末後的日子、困難的環境中見證又活又真的主，

好讓人看見從神來的平安和盼望（羅十五 13）。 

三、主的平安 

平安的果子是怎樣的果子？我們可從主身上看見，祂被聖靈所充

滿，在祂身上結滿了聖靈的果子，包括平安的果子。主說祂的平安，不

像世人所賜的（約十四 27）。世人所賜的平安是要環境安定穩妥，但主
說祂的平安卻不一樣，祂的平安是心靈深處的平安。在馬可福音四章記

載主與門徒一同坐船過海，但中途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

船要滿了水，主卻在船尾枕著枕頭睡著了。門徒就叫醒了祂說：“我們

快要喪命了，你不顧嗎？”這裡可以讓我們看出主的心境是何等的平

安。雖然突然來到衝擊危險，甚至曾是漁夫的門徒，也因當時環境的惡

劣，感到生命受威脅，緊急呼求主！但我們的主竟能躺在顛簸最劇烈的

船尾睡覺，而且睡得香甜，祂醒來是因祂所愛的門徒求救，祂一點都不

受環境影響，這真是何等的平安！如同「荒漠甘泉」曾提到的「海墊褥」，

就是無論海面波浪多大，狂風多猛，「海墊褥」絕不會受到絲毫擾動。

主的平安正好比這海墊褥，深藏在心靈裡，絕非外面的風波所能打擾。 

結出平安的果子 

神的話告訴我們，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

告訴神，我們更能在心靈深處經歷這出人意外的平安（腓四 6-7）。當我
們一再這樣學習，並讓基督的平安在我們心裏作主，靠聖靈行事，聖靈

會在我們心中作工，不單使我們經歷平安，更能使我們結出平安的果子。  

四、主帶進和平（和諧） 

此外，神的話也指出主是何等謙卑美善「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

選，所親愛，心裡所喜悅的……祂不爭競，不喧嚷…（太十二 17-20）」。
表明在主身上沒有肉體的表現，使祂與人相處帶來難處；反之，祂帶進

了和平（和睦）。祂來到地上完成神的救贖工作，不單使我們與神和好，

更使我們與人和睦。因祂是我們的和睦（「和睦」原文編號也是 1515），
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弗二 13-16），使我們不分猶太
人和外邦人、自主為奴的…因為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加三 28）。
因此，願我們跟從主的腳踪，學習作一個和平之子。 

作和平之子 

我們既知道世人需要平安，我們也經歷過主的平安，因此，願我們

學習把平安的福音給人，神的話提醒我們，可把和平的福音傳給遠處的

人，也給那近處的人（弗二 15-17）。今天透過科技，我們實在可以向遠
處的人傳福音；但我們也不要忘記近處的人，就是我們身邊能接觸的

人。當我們願意向他們傳福音，我們更先要付上代價，來學習與人和睦

的功課（參羅十二 18，來十二 14，彼前三 11），使我們能更好為主作見
證。願主藉著聖靈在我們身上作更深的工作，能結出和平的果子，使我

們成為 Peacemaker，能使人得平安，活出平安，並也帶來和睦。感謝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五 9） 

總結：願我們在這黑暗末後的日子，能更多倚靠主，隨從聖靈的引導，

讓聖靈更深作工在我們身上，好能結出更豐富平安的果子。  

□ 趙永欣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9月 13日 
如何作好神的工（二） 

主說：「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十五 5）我們信主之後，
第一個心願就是要事奉主，這是很自然和應當的。但有事奉的心，
不等於就可以作神的工。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就把自己
的意思當作神的旨意；我們不知神的計劃，就自己作計劃安排事情；
我們未認識神的能力，就倚靠自己天然的能力來作。相信我們都經
過這段糊塗的熱心。凡事奉神的人，必須被帶到「離了主，我們不
能作甚麼」的地步，否則在事奉上沒有路。當摩西八十歲，在神呼
召他時，他看見了自己不能，只有「神能」；這時候，摩西才開始作
神的工。 

 
9月 14日 
神與人同工 

雖然神的工作只有神能作；我們離了祂，就不能作甚麼。但是，神
又要我們與祂一同來作；這是福音的奧秘。因為神愛我們，揀選呼
召我們這班無用，且給祂增添麻煩的人，在祂的工作上有份。如果
神單獨作事，事情會作得更快更完美，但如今召了我們來與祂同工，
就生出許多麻煩，拖延祂許多的時間。但奇妙的，神就是這樣作，
這是祂的旨意。主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
分派你們去結果子。」（約十五 16）每一個聖徒都是被神揀選，呼
召出來事奉神的，雖然各人的職事不同，性質卻是一樣，都是與神
同工，作神的工。 

 
9月 15日 
與主要有交通 

我們的工作是結果子，結果子的枝子必須連在會結果的樹上，這樹
就是基督。主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約十五 5）這是
聯合，是神作的；「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林前一 30）
對於已經被神聯合在基督裏的人，主說：「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

他裏面。」（約十五 5）這是交通，這交通是我們負責的。聯合開了
交通之路，但若不實行交通，就像枝子外面看還在樹上，實際上裏
面的交通已斷了，不能結果子。真實的工作乃生命的流露，算得數
的事奉總是基督的活出。神注意我們所是的，過於我們所作的。枝
子結果不在於枝子自己，乃在生命裏的交通。 

 
9月 16日 
事奉需要交通 

奉獻不是為神作工，乃是讓神在我們裏面作工。如果沒有與主在裏
面有交通，就不會知道祂的旨意、祂的計劃，也不知道祂要在我們
身上作的那一份。此外，交通也叫我們時刻從祂接受生命的豐富，
靠這生命把工作做出來，同時也把基督流露出來。許多時候，我們
工作之前作一個禱告，求神指示祂的旨意，但這禱告可以說只是一
個開場白；禱告後就在那裏商量、計劃、定案，最後再作一個禱告，
就是求神在我們的定案上打一個印。要知道禱告是為了交通，以明
白神的旨意，明白才能倚靠神，故必須在靈裏頭與主有交通，藉着
交通讓主的生命像活水流出來。 

 
9月 17日 
事奉需要啟示 

沒有啟示，事奉是糊塗的，如保羅未被神光照啟示前一樣，越事奉，
神的工作越受虧損。我們可能在事奉開始的時候有神一點的啟示，
但工作日久，不覺得需要交通，不覺得需要從交通中去得着啟示。
工作，工作，就活到工作裏去。這是許多事奉神的人容易犯的毛病。
此外，二千年了，教會積留下來許多遺傳，叫我們的事奉多根據遺
傳，少根據啟示。在開始的時候，遺傳或許會幫助人，但這些出於
人的，漸漸把我們帶到神的生命和啟示以外去了。我們必須求主給
我們裏面有啟示，好叫我們清楚知道自己在作些甚麼，免得跟着人
的遺傳，被瞎子帶到坑裏去。 

 
9月 18日 
事奉需要十字架 

事奉的基礎是生命，事奉的方法是十字架。作神的工，基礎是生命，
而不是人的知識和才能。神要使用我們這個人，我們身上天然的東
西一定要經過死，其中有的死了不能復活，就讓它過去；有的死了
又復活了，神就可以用；這是十字架的工作。寶貝放在瓦器裏，瓦
器若是完整，或是經過修飾的，裏面寶貝的能力就彰顯不出來。瓦
器一定要破碎，破碎之後，寶貝的能力就出來了，且是莫大的能力。
要作神的工，就要接受十字架的治死，把我們的能和會、自恃、自



信、智慧全交出來，讓耶穌的死來治死我們，這樣，耶穌的生就能
在我們身上發動出來了。 

 
9月 19日 
要忠心 

保羅說：「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林前四 2）忠心不是
忠於一件事，不是忠於一段道理，不是忠於一個人、一個制度、一
個組織，乃是忠於主，也就是忠於祂所給我們的異象。保羅說：「我
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廿六 19）主講到僕人的比喻
時，說：「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路十二 42）見識是明白
神的旨意，忠心是忠於神的旨意。主看重我們有沒有忠心；當祂回
來時，要以忠心和見識評價我們一生的事奉。在作神的工作時，會
遇見許多挫折、艱難，容易叫人灰心，以致妥協或放棄；那忠心致
死的就要得着生命的冠冕。 

 
 

慕道與初信問題解答 16 (續 14) 

問： 青特「經卷預習冊」，中「助讀腓立比書的一點問題」。三、「事
實」裏的第#(38)—然而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當照著甚麼地步
行(3:16)是甚麼意思？ 

 

 答：有某弟兄尋求主的引導，一天讀到這節經文，覺得主對他說事
情只需見步行步，因而心裏得安息。從此每當別人提到這經文，他
都以自己的經歷作答，認為這就是此經文的意思。無疑，主會以經
上所記一節或一段的話，給我們引導，但卻不一定是該節或那段經
文的本意。 

        要明白本節經文的意思，我們必須從上下文來理解。上文保羅
說到他為對基督更多的認識和追求。他說：「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
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
著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然後接着說：「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
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
跑…」。在這裏我們看見保羅那向着主，渴慕認識主的心。不要忘記，
在寫這書信的時候，保羅的生命是已近尾聲，而從他所寫的書信，

即便只在這書信前後所說的看，就足讓我們看見他對基督已有相當
深入的認識。然而他還是說：「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
了」，相反他更是說：「我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
這正是他給腓立比教會的幫助，以他自己的學習來勸勉他們。自然，
這也是聖靈藉此對我們的勸勉。在我們的屬靈生命上，應當像保羅
一樣，作個更多認識基督的人，竭力追求認識祂。不是以為自己信
主已有些年日了，就是已經得着了，認識了，而是當學習更多的忘
記以往，不管曾有多少的認識、經歷，也不讓這些來成為我們追求
認識基督的障碍，當然也不要因過去的軟弱失敗就氣屢，乃是積極
的向着標竿，對準主而竭力、付上代價的追求認識祂，得着(經歷)祂，
至祂要我們所要得着的。正如保羅所說：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意思
指那些在屬靈生命上較成熟；或以為成長的；或在心志上要達到完
全、成熟的)，總要(都當)存這樣的心，不受別的事所影響。即便有時
似乎在此滑了出去，神也必以此來指引我們。換言之，我們每一個
人都當以追求基督，更多的認識基督為我們一生的目標，為此竭力。
「然而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當照著甚麼地步行」。意思各人按着屬
靈生命的情況，往前而行。循序漸進，不是取巧急進，也不因看自
己趕不上別人而停頓；亦不必回到初信的階段，從頭再來，只需照
着現在屬靈生命的程度，努力的追求成長，認識基督。就像亞伯拉
罕，神呼召他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然而他卻在哈蘭停下來了。但
當神再向他顯現，呼召他，他不必再回到大河的那一邊，從迦勒底
吾珥再起步，只需從哈蘭，那停頓之地起來，順服神而往前就是了，
如此，神就把他帶進所指示的地方去。這正是今天我們成長的追求。
願主幫助我們，也叫我們不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乃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向着標竿直跑，如保羅所說，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
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