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禱 告 聚 會（為教會往前禱告）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詩歌分享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查經 11 

5：00 pm 
喜 樂 團：詩歌分享（ 3）  

仁 愛 團：讀經交通：使徒行傳第 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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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9：00 am 
9：45 am 

11：15 am  

擘餅聚會 

信息聚會 

兒童及少年主日學 
各班兒童主日學 
少年班  
成人主日學 
青 年 慕 道 班：殊途同歸？  
成 年 慕 道 班：學習讀聖經  
信徒造就信仰組：基督徒生活（五）  
信徒造就生活組：查經（二）  
專    題    班：《十二籃》信息選讀  
聖 經 概 論 班：以西結書  

恩    慈    團：暫停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李德光  

領詩：馮貴滿  

司琴：唐嚴佩堃  

莊德栓  

莊張慧嫺  

阮桂開  

招曾芳妹  

 

葉冬寧  

葉黃淑玲  

 

莊志偉  

阮桂開  

吳錦明  

莊德栓  

張志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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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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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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日） 2/11（一） 3/11（二） 4/11（三） 5/11（四） 6/11（五） 7/11（六） 
林後 3–4 林後 5–6 林後 7–8 林後 9–10 林後 11–12 林後 13–加 1 加 2–3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世界各地的疫情代禱，求神施恩憐憫，早日止住疫情； 也請記
念各地的教會，求主保守看顧。 

二、 請為著新學年在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求主帶領各樣

的服事使同學們更多認識主，早日蒙主拯救。 

三、 請記念每主日的信息聚會，為作出口的弟兄禱告，求主使用當中

所釋放的信息，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其中有邱克倫弟兄，

求主繼續施恩看顧他們。 
 

聚會報告 

一、 主日擘餅及信息聚會仍維持網上直播，個別肢體如身體不適可繼

續留在家中，透過網上直播參與。另外，主日學及其他聚會在恢

復時的具體細節安排，將會由相關服事同工另行通知。請繼續同

心仰望主，求主保守帶領我們能順利恢復各種聚會正常在聚會所

進行！ 

二、 本週二晚為禱告聚會（為教會往前禱告） 

三、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多結果子的生活（九）–結出忍耐、恩慈、良善的果子   
經文：約 15:16; 加 5:22–23，25         詩歌 424首 

一、聖靈的果子–忍耐 
若把聖靈果子分類，忍耐、恩慈、良善，是特別與人發生關係的。

「忍耐」原文編號 3115 makrothumia，一面有耐心、堅定、恆忍的意
思，另一面有承受挑釁，克制的意思。結出忍耐的果子很重要，因為
忍耐使我們能遵行神的旨意（西一 11，來十 36），聖經也一再提醒服
事的人要注意忍耐這方面：「凡事忍耐」（林前十三 7）、「許多的忍耐」
（林後六 4），「用百般的忍耐」（林後十二 12），「恆久忍耐」（林前十
三 4），「忍耐到底」（太廿四 13）。並且，忍耐對為主作工的人來說也
很重要（帖後三 5），當學習忍耐這屬靈更深的功課後，我們能更為主
所用，昔日神所用的僕人摩西，也經歷在米甸四十年的曠野生活，以
致他能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進
迦南（來十一 27）。還有，忍耐更是屬靈生命成熟的表現，藉著經歷
一次又一次患難與困難，屬靈生命更成熟（雅一 3–4），能更好的見
證主。 
主的忍耐 
我們的主實在滿有忍耐的果子，好像主在醫治害癲癇病的孩子的

神蹟中，我們可看見祂不單對不信悖謬的世代及世人的忍耐（參太十
七 14–18），還有對門徒的忍耐（參太十七 19–21）。在希伯來書更
指出主為著神旨意，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最終神旨成全
（來十二 2）。 
結出忍耐的果子 
今天願我們這些屬主的人，都能結出忍耐的果子。聖經提到忍耐

可在不同方面學習，包括：對事的忍耐（羅十二 12，雅一 2–4，12，
來十二 7）、對人的忍耐（來十二 3，弗四 2）、對工作的忍耐（提後二
24，四 2，雅五 7）、關於生命的忍耐（路八 15，啟三 10）、關於將來
福份的忍耐（來六 12， 帖前一 3，啟一 9）。最後，當我們要奔那擺
在我們前頭的路程時，更要注意的是要存心忍耐，並仰望為我們信心
創始成終的耶穌。求主幫助我們更多倚靠祂，順服聖靈，並讓主更多
作工在我們身上，好能結出更豐富忍耐的果子。 

二、聖靈的果子–恩慈 
「恩慈」原文編號 5544 chrestotes有正直、和善、慷慨意思。曾

有讀聖經的人指出忍耐是消極的，恩慈乃是積極的，兩者關係密切：
好像林前十三章提到愛不僅有忍耐，還有恩慈（林前十三 4）。關乎恩
慈，聖經很多時候是指到神的性情。神是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
愛，好像祂不單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詩七十三 1），並且，祂也

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太五 45）。
因此，今天我們若能顯出恩慈的性情，就越能見證神自己。 
主的恩慈 
在主身上同樣滿有恩慈的果子，好像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人來求主

醫治，聖經提到耶穌動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
吧！」大痲瘋即時離開他，他就潔淨了（可一 40–42）。主動了慈心，
主知道他的無助、不被接納及孤單，不知有多久沒人接觸他，因此，
主醫治這痲瘋病人，先伸手摸他，然後才說我肯，這是何等的恩慈。 
結出恩慈的果子 
願我們這些經歷過主恩慈的人，也盼望在我們身上結出恩慈的果

子。在學習的過程中，聖經提醒我們要注意我們的內心（西三 12）和
活出（弗四 32），盼我們能順服聖靈的引導，並藉聖靈在我們裡面作
工，能結出更豐富恩慈的果子。 

三、聖靈的果子–良善 
「良善」原文編號 19 agathosune有良善、（神的）慷慨的意思。

「良善」雖是常見和常用的一個名詞，但世人對良善的觀念是相對
的，神卻是絕對的，因為，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可十
17）。我們要結出良善果子這正是神的心意，因神願意我們這些蒙恩
的人行善，並且，這也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二 8–10）。 
主是良善的夫子 
我們的主祂就是良善的夫子。有一次，一個少年人來到主面前，

問主：「良善的夫子，我當作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主的回答「你
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誡命你是曉
得的…。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主告訴他
還缺少一件，去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還要來跟從祂。結果，這少年
人憂愁的離開，因他的產業很多（可十 17–22）。其實，若他能承認
主就是神，神是如何良善，主也是如何良善，願相信主放下財富跟從
主就可以了。主是良善的夫子，因為人心比萬物都詭詐（耶十七 9），
但我們的主卻凡事受過試探，卻沒有犯罪（來四 15），在祂裡面就是
充滿著良善。 
結出良善的果子 
今天我們身處在這末後的日子，聖經形容是邪惡淫亂、彎曲悖謬

的世代，我們何等需要像主一樣，在心思裡（太十二 35）、言語上（帖
後二 16–17）、行為上（雅三 13）都顯出良善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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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能結出更豐富聖靈的果子，活出不一
樣的生命見證，使神的心意滿足。                     □ 趙永欣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11月 1日 
神的工作和教會中的牧者 

神將牧師和教師這一類人賜給教會，他們是牧者，或稱為「工人」。然
而在教會裡，神把牧養的責任放在教會的長老身上。保羅對以弗所教
會的長老說：「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
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祂用自己血所買來的。」（徒廿 28）
彼得寫信給與他同作長老的說：「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
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務要牧養
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彼前五 1-2）所以，
牧養有兩類，一是屬於「工作」的，一是屬於「教會」的。 

 
11月 2日 
牧養關顧是每一個肢體的功用 

牧養關顧雖是牧師和教師、長老的責任，事實上也是每一個在基督身
體上肢體的功用。如果我們在基督身體裡互為肢體，豈可不關心另一
個肢體？這是在我們裡面已經有的，「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加
六 2）。我們彼此照顧，互相關心，就是關心我們自己，因我們同屬一
個身子。剛強的照顧軟弱的，年長的照顧年幼的，屬靈的照顧屬肉體
的，每一個弟兄姊妹，在某種意義上，於這個牧養的範圍內，都有不
同程度的功用。「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六 2）基督的律
法就是愛的律法；在身體裡，身體的律法是愛。彼此牧養、關顧，就
達成了愛。 

 
11月 3日 
牧養關顧的實行 

在基督的身體裡，每一個弟兄姊妹當在主面前有兩個責任，一是傳福
音，一是關顧。在他們心中當有一、兩位未信主的人，為他們禱告，
一直跟著他們，直到他們來到主面前，這個就是傳福音。另外，每個
弟兄姊妹當將一位以上的肢體放在他們心裡，確實地為那個肢體禱
告，關心那肢體。有時候，你看不見他來聚會，就去探望他，給他電
話。你緊隨他，把他肩擔在你心上，這樣，就不單那肢體得著你的牧
養和幫助，你自己也得到很大的長進。我們感謝神賜工人和長老牧養
教會，但若只靠他們，是無法照顧神的群羊的，所以，弟兄姊妹當有
分於牧養關顧的事奉。 

 

11月 4日 
羊的特質 

牧養在基督身體裡之重要，因為聖經稱信徒為「羊」。羊雖然天真無邪、
純潔、謙和的；但另一面，卻是在各種家畜中最愚蠢、無知的。聖經
說神的百姓是羊，也代表了神百姓的特性，一方面是天真、可愛的；
另一方面卻是愚蠢、無知的，不能分辨有營養的和有毒的；若沒有牧
人帶領和預備，他們會甚麼都吃。羊不單無知，如果走迷了，不像馬、
狗、貓懂得回家，羊永遠不會找到路回來，必須牧人去尋回牠。羊也
沒有自衛能力，若陷入荊棘叢中，不懂得走出來；若遇見野獸，既無
還擊能力，也不懂自衛。神的兒女是羊，所以需要牧人，需要牧養。 

 
11月 5日 
平衡的牧養關顧 

神的百姓常是走極端的，有人說：「我不需要任何人的牧養關顧，只有
主與我就夠了。」彷彿他們不屬於神的群羊。另一極端說：「因為神的
百姓是羊，所以他們需要照料；那麼讓我們來組織、策劃、安排吧！」
因此人為地安排人去作他們的牧者，或者把羊放在某些牧人底下；又
把某些牧人放在某些超級牧人底下。這樣，那些牧人心裡說：「好吧，
羊既是愚蠢、無知的，又不能作任何事，所以我們要替羊作所有的事。
你們那些羊所要作的，就是要聽從我。」牧養是重要和需要的，否則
所教導的容易失落；但是不能製造一個人為的組織，把牧養工作架構
化。 

 
11月 6日 
牧養關顧的原則：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 

主說：「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約十 16）一群羊、一個牧人，是
牧養原則中最基本的要點。主說：「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
須領他們來。」這圈是指猶太教，另外的羊是外邦人，在另一個圈；
主從猶太人中，從外邦人中；從猶太教中，從異教中，把他們領出來
合成一群。圈可能有許多（主耶穌的時候有兩個圈），卻只有一群羊。
這群羊不是屬於你、我或某人的，是屬於主的；是主用祂的寶血買贖
他們，他們是主的產業，非任何人所擁有的。所有羊都是一群，不是
許多群，我們是一群，不能分裂。基督身體的一，是在這一群中再次
表明出來。 

 
11月 7日 
一個牧人 

一群羊只有一個牧人，就是主耶穌。雖然神賜給教會一些牧人和教師，
又興起長老們去牧養群羊，也吩咐我們要彼此牧養，然而我們必須銘



記：儘管有這一切，仍然只有一個牧人。就是我們在作牧養的時候，
並不是我們在牧養，乃是那獨一的牧人在我們裡面，藉著我們去牧養
別人。換言之，沒有一個人能夠牧養別人，乃是主在牧養。牧養工作
的悲劇，往往發生在我們開始以為那群羊是自己的，因此照自己的意
思去牧養他們。我們何等需要用恐懼戰兢的心去作這個工作，何等需
要十字架作工在我們生命中，好叫我們不敢用肉體的手去牧養人。 

 

擘餅記念主詩歌，作者與寫詩背景 

耶穌,只要一想到你 — 詩歌 102首 

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Thee 

 

一 主耶穌,只要想到祢,我心就滿甘甜; 

但這甘甜還遠不及前來看見祢面! 

二 無口能唱,無心能思,也無記性能憶。 

      有何聲音比祢名字更為甘甜,可喜! 

三 祢是痛悔者的希望,溫柔者的喜樂;    

      祢對祈求者何善良,跌倒者何仁德。 

四 尋得祢者祢是甚麼?無口無筆能誌; 

    耶穌的愛有何包括,只有被愛者知。 

五 耶穌祢是我們音樂,如祢將成賞賜; 

耶穌祢作我們榮耀,從今直到永世。 
 
這首膾炙人口，為多人所喜愛的詩歌，作者伯納多(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出生在法國的一個貴族家庭，從小受到良好

的教育。21歲時，因想逃避世俗的邪惡，而進入了當時天主教中最嚴

謹的教派—西斯特（Cistercian）所創辦的修道院。因表現優異，三年

後，就被任命到柯拉沃玆（Clairvaux）地方，作新修道院院長。這教

派更在他的帶領下，建立了七十處修道院。他的影響不只是修道院的

門生，就連教皇、君主、貴族也向他求教。 

伯納多與主的親密，在那時代可說無人能及。在他的生命中，正

如保羅所說：他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林前

2:2）。他說：「如果有人寫了甚麼東西，我若念不出有耶穌在裏面，那

對於我就是毫無味道的；如果有人講道，若沒有耶穌的回音在裏面，

我也不敢阿們」。「耶穌在我的咀裏為甘蜜，在我的耳中是音樂，在我

的心頭是喜樂，祂也是我的良藥」。「高舉耶穌的名，愁雲盡散，晴朗

快樂即臨」。馬丁路德稱他為「歷史上最好的修士，說我對他的景仰遠

超其他修士的總和」。他實在是那個黑暗迷信時代的明光，將生命之道

表明的神所用的僕人。 

這首詩歌的拉丁原文非常優美，共有四十二節，人稱它為伯納多

的「喜樂旋律」（Jubilee Rhythm），也被評價為中世紀最甜美、最具有

福音性的聖詩。英文譯文中，以 1858年卡斯維爾（E.Caswall）所譯為

最，中文就是根据他的譯文翻成。 

雖然我們不知道伯納多何時寫這首詩，並寫這詩的背景，但顯然

地，這詩的內容已遠超過他的時間與背景。全詩所繞「耶穌」這名，

旋轉上升，已把我們領到更高之處，進到在基督裏的屬天境域。為此，

在這記念主的會中，默想主的大愛，並祂的所是與所作，唯願聖靈引

領我們進入與主更深的相交中，祂似膏香之名的甘甜、喜樂與豐富，

瀰漫我們的心，催使我們向祂湧出頌詞，高揚讚美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