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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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查經 10（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網上聚會）  

 

仁 愛 團：讀經交通 -使徒行傳第九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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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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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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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  第三十三卷第三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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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日) 28/9 (一) 29/9 (二) 30/9 (三) 1/10 (四) 2/10 (五) 3/10 (六) 
約 14-15 約 16-17 約 18-19 約 20-21 徒 1-2 徒 3-4 徒 5-6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今早網上福音聚會禱告，求主預備福音朋友的心，來聽主的福音；

並記念各項的服事（包括講道、詩歌、影音控制、跟進工作等），求

主捆綁撒但的工作，讓更多人聽福音蒙主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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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我啟航課程，求主藉各樣的服事使同學們更多認識主，早日蒙主拯救。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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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潘春嫦姊妹陪同兩位女兒於上週三(9 月 23 日)赴英國升學，求主帶領

她們在當地生活和聚會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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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十時為主日網上福音聚會，題目為「無望中的希望」，由程

蒙恩弟兄負責傳福音，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盡量邀請福音朋友

依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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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可於今天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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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聚會） 

（暫停）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在邪惡，淫亂的世代應有的見證： 

 終身在祂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祂 

詩集：31首 

經文：路一 1-4、路一 75-76、路三 1-6 
 
路加福音 1:1-4 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
成就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這些事我既

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寫給你、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

確實的。 

路加福音 1:75-76 他父親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了、就預言說...就可以終

身在祂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祂。孩子阿、你要稱為至
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 

路加福音 3:1-6該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丟彼拉多作猶太巡撫、希律
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亞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呂

撒聶作亞比利尼分封的王、亞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那時，撒迦利亞的兒

子約翰在曠野裡、神的話臨到他。他就來到約但河一帶地方說.『在曠野

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

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

為平坦。凡有血氣的、都要見 神的救恩。』 
 

當時是「邪惡、淫亂的世代」 
1. 政治上（1個皇帝，3個分封王；互相角力；稱為神） 

2. 宗教上也是邪惡淫亂的世代 

x 與羅馬攻府相連；2個大祭司；家天下； 

x 邪恶：“守安息日”比 “救人重要” 

 

到如今主快再來: 

x 政治上邪惡、淫亂（以基督信仰立的國，總統不斷說謊）… 

x 宗教上（天主教）也有許多淫亂的事被揭發… 

x 等候主時：態度是挺身昂首… 

我們應注視誰？約翰便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

見的、都證明出來。（上主日，Eric Liddell）； 

那麼將見證的路又如何? 見證是甚麼？怎樣事奉？ 

葛培里 1959年 2月在澳洲墨爾本佈道會時蒙主保守： 

x 一位 17歲青年小黑幫首領 George Palmer要殺他； 
x 主攔阻了 George，改變了他，之後 George服事主 30年； 

我們能坦然無懼在各處事奉主，因為主會保守祂所差派的。 

在邪惡、淫亂的世代，誰是神的見證？ 
x 在兩約期間，神已經不講話 400年； 
x 祭司，文士們都被希律收買了。 
x 神的工作（和傳話的天使）越過了「祭司，文士們」 
x 在屬神的事上，被越過是十分難過的（如同大衛代替掃羅）； 
x 屬靈的外貌仍在，屬靈的實際是落在少數忠心祭司身上。 

不是神忽視祭司和文士，乃是主不再以他們為祂的見證。 
路加在第 1-2章神記載在撒迦利亞夫婦，馬利亞和約瑟，西面，女先知亞
拿找到了工作之路。 
 
1. 在這世代的見證人：撒迦利亞 
他是退居在山城,又按神的定規進殿服事的祭司。 

過着簡單生活，活在腐敗的猶太教底下，卻真實地活在神前。 

（他不是不得意/不合群的祭司；乃是在猶太教底下真實事奉在神前。） 

路 1：8-17撒迦利亞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職分，照祭司的規矩掣
簽，得進主殿燒香。燒香的時候，眾百姓在外面禱告。有主的使者站在

香壇的右邊，向他顯現。…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

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的

百姓。 

x 撒迦利亞的禱告（是黑陰屬靈環境的禱告,也是父親心願的禱告） 

x 終身在他面前：也許撒迦利亞不滿足離開聖撒那麼遠：也許是殿內經
歷的愛慕。 

x 坦然無懼地用聖潔公義事奉祂：說盡了撒迦利亞的心志（坦然無懼地）
和超越（不是牛羊，乃是聖潔公義） 

 
2. 撒迦利亞的兒子約翰在曠野裏，神的話臨到他 

x 在曠野裏... 「先知是在曠野長成的」 
x 彌 4:9-5:4「因為我們所信的神是一位能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
河的神」  

x 在曠野：是品格和肉體的磨鍊（蝗蟲/野蜜/駱駝皮）； 
x 更是信心的磨煉（相信曠野開道路，沙漠開江河的神） 
x 約翰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 

 



神的話臨到他 

x 約翰是這樣的專注，是甘心拒絕，放下一切；單單順服神：神的話
臨到他是合理的。 

x 沒有神的話，不可能有真正的見證，不可能有滿足神心意的建造 

x 求主甦醒我們：歷世歷代都如此，得勝者是有神的話，他們是為全
體而活，在邪惡淫亂世代中更當如此… 

 

约翰信息内容: 

x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為正
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凡有血氣的，都要見神的救恩。 

x （所有人，任何難處，一切傷痕，所有眼淚都因神救恩。都被主填
滿/削平/改為正直/改為平坦；這是傳福音所確信的）。 

约翰語氣十分重，歷世歷代只有極少傳道的能如此說；然而卻帶着榮耀

的盼望：結好果子 

x 一位姊妹曾是美國一個洲的最重要通輯犯，信主後，向曾拘捕她 10

多次的警察捐腎。 

 

3. 約翰對主的尊重 

x 我给祂解鞋带，也不配 

x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我以前的） 

x 祂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x 這是神的兒子 

x 我喜樂滿足了；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4. 提亞非羅和路加 

x 路加是保羅同工，十分忙卻為一人得救盡心竭力，路加福音言語優
美，主是「完全的人」 

x 提亞非羅讀完了路加福音信了主，是那處聖經改變他？ 

x 到如今，我們有否認識主是完全的人。 

 

5. 你與我當作的: 末後的祭司 

x 民數記 3:6-9 你使利未支派近前來、站在祭司亞倫面前好服事他。

替他和會眾在會幕前守所吩咐的、…你要將利未人給亞倫和他的兒

子、因為他們是從以色列人中選出來給他的。 

x 民數記 8:19 我從以色列人中，將利未人當作賞賜給亞倫和他的兒子、

在會幕中辦以色列人的事、又為以色列人贖罪、免得他們挨近聖所

有災殃臨到他們中間。 

x 民數記 18:1-3 耶和華對亞倫說、你和你的兒子、並你本族的人、要

一同擔當干犯聖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兒子、也要一同擔當干犯祭司

職任的罪孽、你要帶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來、使

他們與你聯合服事你、只是你和你的兒子、要一同在法櫃的帳幕前

供職。… 

x 民數記 18:17 你們要這樣供職、我將祭司的職任給你們當作賞賜、事

奉我 

x 祭司：是神給大祭司當作賞賜 

x 祭司要這樣供職： 

服事大祭司，屬於大祭司； 

祭司要與大祭司聯合，一同擔當百姓干犯的罪孽。 

x 祭司的職任：是神給祭司（和百姓）的賞賜、好事奉我 
 

6. 結語 

在邪惡、淫亂的世代應有的見證，你與我當作的末期的祭司： 

x  祭司是屬大祭司，是服事大祭司，是聯於大祭司 

x  祭司的職任是神給祭司的賞賜、事奉神 

願主保守我們能「終身在祂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祂」 

□謝貴枝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9月 27日 
作基督忠心而有見證的僕人 

執事不是決定應當作甚麼事，乃是執行主所指定的事。我們是執事，
是差役，是幫手，是被指定的人，是在下面划船的人；那麼，我們
上面是誰？只有一位，就是基督。所以我們要認定基督，持定元首。
為這緣故，我們對基督必須有更深的認識。我們認識基督多少，持
定元首多少，事奉的路才會正確，事奉的價值就才有多少。若不認
識基督，我們所有的事奉可以說是在基督之外，都是徒勞無益，都
被焚燒。許多時候，我們因忙碌於事奉的工作上，忽略了對主的追
求，甚至與主的關係疏遠，此時當停下來，安靜回到主面前；要更
渴慕主，才能將主傳給人。 

 
9月 28日 
事奉的目標 

基督的執事，是要把基督帶到人裏面去，也是把人在基督裏面完全
帶到神面前。保羅說：「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
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為此勞
苦。」（西一 28-29）我們不光是講道，不光是治理教會，做一點事
務；真正的事奉乃是把我們所認識的基督分給弟兄姊妹。我們白白
得來的，也要白白地給出去。若對基督的認識不深，對基督的經歷
不夠，我們能事奉的也必不夠。保羅又說：「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
看作糞土，為要得着基督。」（腓三 8）保羅尚且不滿足，要繼續竭
力的追求認識主；何況我們呢！ 

 
9月 29日 
神奧秘事的管家 

事奉神的人是神奧秘事的管家；管家乃是管理所託付的。教會乃是
神的家，神把我們放在祂的家裏，就是要我們盡忠，「如同摩西在神
的全家盡忠一樣。」（來三 2）。若是講道的，不能在神的話語上隨便，
要按着正意來分解真理的道；要在神的話面前戰兢，不能有自己的

道理；對神的話不單接受、相信、珍惜，並且把神的話忠心誠實的
傳揚。若是治理教會或其它職分的，也要知道自己乃是受託付的，
不能把神的家與神託付的事情，當作自己的，自以為有主權，可自
作決定、揀選，隨喜好而行。我們所有的事奉都是根據託付，主託
付多少，就在所受的託付上忠心。 

 
9月 30日 
神所啟示的奧秘就是祂的託付 

神所託付我們的是奧秘的事。一面來說，神的奧秘是單數，但是因
為神的奧秘是那樣豐富，所以，在那個奧秘裏面有許多各方面的東
西，奧秘也就一方面說是多數的（林前四 1）。神是宇宙中最大的奧
秘，我們沒有辦法測度祂，但是當神把祂的奧秘向我們啟示出來的
時候，這些就是我們的託付和工作。在這些事上，我們應當忠心，
好好地去管理，好好地去經營。其他神所沒有啟示的，就不當去猜
測，不要想去發掘這些奧秘；若是這樣，我們就會落到異端裏去。
神沒有啟示的，就是祂沒有交託給我們的；祂沒有交託的，我們就
不必管。 

 
10月 1日 
神奧秘的中心是基督 

神自己是一個奧秘，在祂的心裏也有奧秘，也就是一個秘密。在神
還沒有創造天地以前，祂按自己所喜歡的，有了一個旨意的奧秘，
聖經稱為「旨意的奧祕」，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弗一 9-10）
神這榮耀、偉大的秘密，無法立時告訴人，因為人無法領會。祂便
在歷世歷代裏做預備的工作，這裏留一點恩言和預表，那裏留一點
影兒和預言，直至主道成肉身，在地上完成了救贖，神才開始把這
個奧秘向我們啟示（參弗三 5）。「神的奧秘就是基督，」（西二 2）
我們就是作這奧秘事的管家。 

 
10月 2日 
旨意的奧秘所顯明出來的是甚麼 

歌羅西書說：「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萬有都是靠祂造的，…
又是為祂造的。」（一 15-16）為何以弗所書第一章說：要把萬有都
歸納在基督裏面呢？當初神創造的時候，萬有都彰顯祂兒子的榮
耀，顯出祂兒子的性格，圍繞着祂兒子來敬拜；可是後來發生了天
使長的背叛。那天使長本是率領眾天使來敬拜神，榮耀神，滿足神
心意，尊重神兒子的；但他起了驕傲的心，要與神同等，就是要像
神兒子與神同等的地位；牠敵擋神所設立的基督，人也受了迷惑，



萬有萬物便落在虛空和敗壞之下，因此神有一個奧秘，要把天上地
下一切所有再次歸納在基督裏。 

 
10月 3日 
事奉的中心 

神的奧秘是基督，也由基督來完成，因着祂的流血和十字架的死，
我們得與神和好，萬有也再次凝結在祂兒子裏面。到了一天，天上
地下一切所有都伏在基督之下，都要彰顯基督，高舉基督，榮耀基
督，以基督為中心。可惜今天我們沒有把這個當作我們事奉的中心；
我們把許多事情當作事奉的中心，傳講許多道理。事實上，我們受
託的不是一些關乎基督的道理，乃是基督，就要除去一切不是基督
的東西。我們的託付是神奧秘事的管家，任何事奉必須以基督為中
心，不單傳福音，叫人得救就完了，乃要把基督完完全全的傳給他
們，把他們帶進基督裏面去。 

 
 

慕道與初信問題解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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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誰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3:18)？ 

 

 答：這節經文說「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因
為」表示本節與上一節的關係，也解釋了保羅所以要他們效法他，
並留意看那些照他和他的同工榜樣行的人之原因。基督十字架的仇
敵，在此保羅所指的，並不是某一個人，而是有不少的人。這許多
的人，對在腓立比教會的聖徒，若不儆醒，留心，就會被他們引誘，
構成不良的影響，甚至從救恩的道路上偏離了。所以保羅一次又一
次，無論是在他們那裏的時候，或離開他們之後，都鄭重的告訴他
們。現在雖然在羅馬的監獄中，他還是對他們再提醒，並且是流淚
的告訴他們。因為他們行事，乃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換言之，他
們是抵擋基督的十字架，與十字架真道為敵的。    

        這些人顯然與保羅在上文所說，應當防備的犬類，作惡的，妄
自行割的，靠肉體者同類。他們一面以稱義必須行割禮，以他們自
己是受過割禮的為誇耀，來對抗保羅所傳因信稱義的真理。而另一

面，他們的生活又是放縱肉體的情慾，使信徒誤會保羅所傳的得救
因着信，並不是靠行為，就因此可以放任自己。這些人，也可能是
兩等人，一些是割禮派的，他們像擾攪加拉太信徒一樣，迷惑神兒
女說，必須行割禮才能得救，即便是信耶穌了，若沒有行割禮還不
能算為得救。另一些的人，他們或像影響歌羅西教會的異端，自認
為有智慧，傳身體既是屬物質，與靈性互不相干，因此可以任憑身
體去行惡，以此治死地上的肢體。但不管他們是一道的，還是兩極
端者，他們所傳所行的，都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是破壞神兒女信
心的生活，引動人離開基督救恩之真道的。唯可惜的，在神兒女中
卻常有受這些的異端，似是而非、光怪的道理所影響，甚至隨從這
些人的行為、效法他們。而不是效法像保羅這樣效法基督的使徒(林
前 11:1)，和留意那些照他們榜樣行的人。結果就落在撒旦的網羅裏。
聖靈藉保羅鄭重的說：這些人，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因為，他們
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只求肚腹之慾，凡事只以滿足肚腹的要求為
大前題，他們的肚腹就是他們的神。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所
行原屬可恥罪惡，反倒以為榮耀，可見這等人良心之昏暗。專以地
上的事為念。終日所思都是地上的事。 

        處此末世，異端猖獗，各等似是而非的道理肆虐。我們實該儆
醒防備，且當靠主抵擋撒旦。切記，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
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3:20)。所以，我們當思念上面
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參西 3:2)，並效法像保羅這樣效法基督的
使徒，和留意那些照他們榜樣行的人。使我們不致中了基督十字架
的仇敵的詭計，落在牠的網羅裏。求主幫助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