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路加福音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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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pm 
中學生團契：主題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肢體相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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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慈 團：（每月第一週六聚會）  
喜 樂 團：擘餅聚會再思（一）  

仁 愛 團：生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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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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滿人生  
成 年 慕 道 班：福音見證  
信徒造就信仰組：基督徒生活（六）  
信徒造就生活組：查經（三）  
專    題    班：《十二籃》信息選讀  
聖 經 概 論 班：但以理書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黃漢先  

領詩：陳偉忠  

司琴：趙旨生  

吕思誠  

鄺麗玲  

鄺念宗  

吳蔡詩韻  

 

蔡潔雯  

何景新  

 

馮貴滿  

陳梓楊  

呂思誠  

李嘉齡  

鄺念宗  

＊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葵芳基督徒聚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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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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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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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日) 9/11 (一) 10/11 (二) 11/11(三) 12/11(四) 13/11(五) 14/11(六) 
加 4 - 5 加 6 - 弗 1 弗 2 - 3 弗 4 - 5 弗 6 - 腓 1 腓 2 - 3 腓 4 - 歌 1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世界各地的疫情及社會動盪不安代禱；也請記念各地的教

會，在這困難中蒙主保守並能繼續見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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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著教會的各團契聚會禱告，求主讓我們在肢體相交上有更好

學習，好在主裡彼此扶持同走天路，也請記念各團服事的肢體。 
四、 黃卓明弟兄一家於本週五（十一月十三日）離港前往加拿大溫

哥華，他和女兒將在當地讀書，求主帶領他們在當地生活和聚

會的適應。 
五、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其中有潘國良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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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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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有在網上的事奉交

通聚會，請各崗位服事的同工依時登入。 
三、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路加福音第四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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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忘記的事                       詩歌 326首 

經文：王上 11:4，9–10；彼後 1:10，12 
         
聖經中的所羅門王，其智慧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治

理以色列國，空前強盛。年老時，卻作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向許多外邦的神燒香獻祭，完全忘記神的恩惠。這人一出生

就蒙神賜名「耶底底亞」，意思是「耶和華所愛的」，預示立

他繼承大衛的王位。他登基時尚是幼童，神向他顯現，賜他

智慧，祝福他所辦的事，無不亨通。聖殿建好以後，神再次

顯現，將大衛之約的應許賜給他。所羅門卻忘記以色列王的

職責，不盡心遵守律法，娶法老女兒，跟埃及人做生意，與

希蘭王搞聯合船隊，積蓄大量金銀財寶、招攬唱歌男女和奇

珍異物，後宮妃嬪千人。後來越走越偏，專制暴虐，不聽勸

諫，為討妃嬪們喜歡，建邱壇拜她們的神。  

大衛經多年征戰，平定四境，所羅門安安穩穩坐上寶座。

執政初期，居安思危，消除內部反叛勢力，修築堡障，屯兵

馬戰車，鞏固國防。晚年周邊仇敵蜂起，蠢蠢欲動，國內百

姓因傜役太重，怨聲載道，所羅門依舊沉緬歌舞宴樂，以為

國富兵強，仇敵不敢來犯。最不該的，是將父親的遺命和神

當面的警戒，統統拋諸腦後。大衛囑咐他「要遵守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的、照著摩西律法上所寫的行主的道」。神二次強調

「要效法你父親大衛遵行神的道，存誠實正直的心行在神面

前」。 

所羅門前後判若兩人，大有智慧的人，竟糊塗到如此地

步，不能不令我們警惕，這些事絕不可忘記。第一，不可忘

記神在基督裡的救恩。聖經警告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

恩、怎能逃罪呢？」（來 2:3）。主知道我們容易受迷惑而忘記，
祂設立擘餅聚會，就是要我們常常紀念祂。主叫我們傳福音，

也是為提醒我們莫忘記祂的恩典。  

其次，不可忘記為耶穌作見證。主說我們是祂的見證，

主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們是被派作主見證的人，何等

光榮！為主作見證是神的命令，使徒約翰說：「神的命令就是

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

此相愛。」（約壹 3:23），凡事憑信而行，弟兄彼此相愛，神
命令我們要這樣為主作見證。 

防備魔鬼，也是一件不可忘記的事。撒但恨我們，如同

報仇那樣急切。所以「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

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喫的人。」（彼前

3:8），聖經警告我們，罪惡好像惡獸在門外埋伏，時刻窺探，
等待時機。等什麼時機？就是神警告該隱「你若行得不好」

的時候。行為不好不悔改，動了惡念不抵擋，罪就尋得機會。

弟兄姊妹要常有危險意識，隨從裡面恩膏教訓、留意身邊弟

兄姊妹提醒，自己也要警醒禱告，讓基督的平安在心中作王。 

最重要的，不可忘記主再來的應許。主離開世界前，留

下一個極寶貝的應許：「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

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那裡、

叫你們也在那裡。」保羅離世前，也留給我們一句極寶貴的

話。他說：天上有公義的冠冕存留，要賜給凡愛慕主顯現的

人。再過不多時，主就要帶著冠冕來迎接我們，主是信實的，

我們當以祂的信實為糧。天天記念這應許。  □ 游國榮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11月 8日 
牧養需要建立關係 

牧養工作中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就是關係。主說：「我是好牧人；
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約十 14）「他按着名叫自己的
羊，把羊領出來。」（3 節）主按名認識每一隻羊；這裏的名字不僅
是一個稱呼，乃意味着一個記認。在聖經中的名字是很奇妙的，很
有意思的，它代表了那個人。當神的恩典臨到那人，就蒙賜下一個
名字，也把他變化過來，如雅各改名以色列，是一個新身分、新人。
好牧人按名認識祂的羊，祂了解羊的一切，給他適切的照料。所以，
我們若要作牧養工作，必須花時間、耐性地認識被牧養的，彼此建
立互信關係，牧養才有果效。 

 
11月 9日 
摩西牧養的經歷 

摩西首四十年在埃及王宮長大，他受訓練是要成為君王。然而他有
心出去服事神的百姓時，他所受的訓練不發生功效，他出手太重，
太有口才，太過自信。結果被神帶到曠野去放羊，四十年之久牧養
群羊，裏面有了牧者的心，認識了神，又認識了自己，不再對自己
有信心；也認識了羊是怎麼樣的。摩西就帶着牧人的心，牧養以色
列民，四十年之久以牧者君王去帶領那些如羊頑梗、無知、反叛神
的選民。當以色列人拜牛犢、違背律法時，他在百姓面前是非常剛
強，因為他是為神站住；然而他在神面前卻是柔和謙卑，與百姓認
同，懇求神的赦免和憐憫。這就是牧養。 

 
11月 10日 
主對彼得的呼召 

主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彼得在海裏撒網，就對他說：「來跟從我，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魚一樣。」（參太四 19）作為漁夫，必須勇敢、果
斷、強壯、粗豪，彼得的氣質就是這樣，主呼召他作得人的漁夫。
當五旬節那一天，他撒網捕了三千人；在哥尼流家撒網，捕了他一
家。使徒、傳福音，便是彼得的恩賜。然而，彼得在主復活後的日
子百無聊賴，提議出海捕魚，並沒有得着甚麼，主卻為他們預備了
早飯，飯後主三次問彼得：「你愛我嗎？」然後主對他愛的回答，三

次呼召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你牧養我的羊」、「你餵養我的羊」
（參約廿一 15-17）彼得不單撒網，更要牧養群羊。 

 
11月 11日 
牧者最要緊的性格：愛 

沒有愛，無法作牧者的工作；我們心裏沒有愛，就不能牧養關顧。
愛是根基，是一個牧者生命中最不可缺少的素質。因此主說：「約翰
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約廿一 15）「這些」是甚麼？
當時有火在那裏，彼得否認主的那夜，他站在火旁邊，與眾人一起
取暖。主說：「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你愛我比這火更深麼？
你愛我比你的同伴更深麼？你愛我比這些餅更深麼？你愛我比這些
魚更深麼？」這些都吸引我們，叫我們的肉體感到愉快，我們需要
溫暖、安慰、友伴、食物，愛這些東西就是愛自己，主彷彿在說：「你
愛我比愛自己更深麼？」 

 
11月 12日 
愛主比愛自己更深嗎？ 

曾幾何時，彼得以為他愛主比愛自己更深，可惜最後證明並非如此。
他實在愛自己過於愛主，他否認了主，所以主說：「你愛我比這些更
深麼？你愛我比愛自己更深麼？你是以自己為中心呢，還是以我為
中心呢？」主用的愛（agape）字是絕對的愛，可是有了比較的愛，
總是有限的。彼得回應之愛字是 phileo，達秘譯本譯作依戀，是情
誼上的好感。彼得經過失敗後，知道自己沒有那種絕對的愛，愛自
己多過愛主；主說：「你餵養我的小羊。」(約廿一 15)若沒有那比愛
自己更深的愛，就不要談牧養關顧了；你只顧自己，主不會把羊交
託你。狼來了，你會跑掉，因為你愛自己。 

 
11月 13日 
你愛我麼？ 

主第二次問彼得：「你愛我麼？」主沒有把自己跟其他東西來比較。
因為主是無與倫比的，是獨一的，不能把祂跟其他人事物放在同一
等次。耶穌登山變像時，彼得曾把摩西、以利亞跟主耶穌相提並論。
摩西是最偉大的律法頒佈者，以利亞是眾先知的代表，彼得嘗試把
他們與主放在同一個層次上；神立刻打斷他的話：「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太十七 5）主說：「彼得，你愛我麼？
不作比較，你要單單愛我。」彼得認識自己，不敢說他絕對地愛主：
「主阿，你知道我依戀你，對你實在有好感。」主在這根基上說：「你
牧養我的羊。」 
 



11月 14日 
牧養長成的羊 

在神的群羊中有小羊，也有成長了的羊。小羊是屬靈的嬰孩，只能
吃奶，需要餵養。成長的羊能自己消化，不用餵養，只需要領他們
躺臥在青草地上，讓他們吃草，讓他們反芻，讓他們安息、喝水。
我們所要作的只是引導他們，把道路指示他們。當他們走迷了，就
把他們恢復過來；當他們經歷艱難時，陪伴他們。牧養成長的人比
餵養小羊更困難，需要對主有絕對的愛。因為成長的羊有他們自己
的意思、自己的道路；他們不是在你手裏，讓你隨意待他們。他們
會跟你鬧意見，與你爭執，批評你。可是不要毀壞他們，乃要尊重
他們，要幫助、牧養、引導他們。 

 
 

慕道與初信問題解答 20 

問： 有年輕人問，在網上和某電視台的一時段上，有一位星加坡的

牧師在傳講恩典的福音，但所強調的恩典，乍聽起來，總覺似

是不是。不知這是否異端？ 

 

 答：現代社會資訊發達，我們能輕易地接收許多的知識，這故然是

一件好事，但與此同時，也是一件危險的事，使我們容易落在撒旦

的網羅裏，所以我們實在需要慎思明辨。早在聖靈藉保羅寫信給提

摩太的時候，就已說：「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

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

向荒渺的言語」（提後四 3-4）。「因此，我們必須更加密切注意所聽

過的道理，免得我們隨流失去」（來二 1新譯本）。論到在網上和某電

視台上聽見的，這位星加坡「新造教會」的平約瑟（Joseph Prince）

牧師，他所傳講的，近年確實影響了星馬、歐美、台灣、中國大陸，

並香港的教會，有的牧師、傳道亦隨之。然而他所強調的恩典福音，

有人說，應稱為超級恩典福音，雖然聲聲說是聖經的真理、保羅所

領受的職事（參徒二十 24），並說是神在他於瑞士阿爾卑斯山度假

時，親自對他說，要徹底傳講恩典。然而，他所傳的若對照聖經的

教導，不少卻顯然是與聖經相違。 

        按他所傳的恩典福音說：當你禱告求神拯救的那一刻，你一輩

子所有的罪都一次地永遠得到赦免了，因為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已擔

當了你所有過去、現在、將來的罪，神已經看你是無罪的人，你已

經稱義，是個義人了。即便你不小心犯罪了，你不必、亦不可，為

此再認罪，因為耶穌早已赦免你的罪了，若再認罪就是不信、拒絕

祂的恩典，要用行為稱義，回到律法裏去。他說約翰一書第一章乃

是寫給猶太人，寫給諾斯底主義者的（其實他是完全搞錯），所以一

章九節所說的，不適用於基督徒。若心裏不安（他說不應該有不安，

因為耶穌的血一早已赦免，不安是撒旦製造的控告），但若沒有把

握，你可以領聖餐（自己擘餅），再高舉耶穌基督的十字架。雖然不

必認罪，卻並非不可悔改（意：心思改變），只是悔改與得救無關，

只關係得賞賜，因為你已得救了。同時悔改也是出於神，是自然而

然的，出於自己的悔改就是行為，就否定了因信稱義的恩典，就不

是亞伯拉罕信心的後裔了。 

        以上所列，雖然只是他視頻和書籍中所說的重點，無法將他每

句話列明。但已足讓我們看見他對聖經之謬解，斷章取義，以人為

本，以己為中心。聖經上凡不符合他所傳的所謂恩典的福音，他都

就說是給猶太人的，不是給基督徒的。 

       不錯，我們的罪確是因耶穌的寶血赦免了，是因信稱義不是靠行

為，並得着了基督的生命，但這不代表我們從此就不會再犯罪，不

會偶然被過犯所勝（加六 1），不然的話，保羅就不會勸勉信徒不可

犯罪（羅十三 11-14）；也不會責備哥林多教會中那犯罪者（林前五

1-8），並在書中給予他們教導，且接納那認罪痛悔的人（林後二 5-8）。

再者，經上說：憂傷痛悔的心，神必不輕看（參詩五十一 17）。所以

偶犯了罪，聖靈光照我們，認罪悔改乃是必須的，主也必赦免我們

的罪（約壹一 9）。當然這並不是叫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

斷乎不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呢？（參羅六

1-11）。但卻不是說基督的赦免，已因信稱義，而偶因軟弱犯罪了，

就卻不必、不可認罪；並謬說若認罪就是拒絕恩典，要靠行為稱義，

回到律法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