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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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相交 10（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生活組（網上聚會）  

仁 愛 團：專題二：聖經中的動物（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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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課程）  

成人主日學 

青 年 慕 道 班：（網上福音信息）  

成 年 慕 道 班：（暫停）  

信徒造就信仰組：查經（總結） 

信徒造就生活組：查經（總結）  

專    題    班：《十二籃》信息選讀 (網上聚會 )  

聖 經 概 論 班：小先知書（二）：南國 /被擄歸

回後（網上聚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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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三十三卷第五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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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 
（日） 

14/12 
（一） 

15/12
（二） 

16/12
（三） 

17/12 
（四） 

18/12 
（五） 

19/12 
（六） 

約贰-約叁 猶 1-啟 1 啟 2-3 啟 4-5 啟 6-7 啟 8-9 啟 10-11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香港近日疫情越加嚴峻，求神讓人在這困難時期中，承
認自已的軟弱和無能，轉眼仰望耶穌，能因信主耶穌得

著真正的平安；並求神施恩憐憫，盼早日止住疫情。  

二、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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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有主的同在；也請記念各項的服事，特別是

資訊影音的服事，求主保守管理。  

三、  感謝主！十二月五日（週六）完成了上學期的伴我啟航
課程，求主堅固祂所作的工，也請記念之後的跟進工作

及下學期的安排。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家人有患病及因疫情影響工作的弟兄
姊妹，求主施恩看顧他們。  

聚會報告 

一、  下主日（十二月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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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間，請多禱告，倚靠主並學習彼此相愛，願主帶
領我們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通訊 

（網上聚會）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在基督裡長進（六）─ 願榮耀歸給主 

詩歌：358（我王必定快要再臨）；（主啊！主啊！我在這裡） 

經文：彼後 3：14-18 
 

彼得後書是彼得臨離世之時，心裡最記掛、最逼切想說的話。彼得心

裡最記掛的當然是神的兒女、是弟兄姊妹；在第三章裡，彼得講了四

次「親愛的弟兄阿」！而最逼切想說的話，當然是關乎神的旨意，盼

望早日得以成就：「願榮耀歸給祂，從今直到永遠。」（彼後 3：18）

王國顯弟兄在地上最後的交通也是在這個心思裡：就是教會的站立與

成長。他說我們要看見教會面對的屬靈的爭戰和跟隨主的路；我們要

有明確的看見和持守。今天我們來看彼得給我們最後的勸勉，願聖靈

給我們看見現今教會所面對的屬靈爭戰及所要走的路。  
 

在第三章裡，彼得講了四次「親愛的弟兄阿」，都是要勸勉我們： 

第一個勸勉是提醒我們要有一棵誠實的心（單純的心思）（彼後 3：1），

因為有假先知、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在末世也有好譏誚的

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話：「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裏呢？」所

以我們要單純確信神的話語，要好好領受和持守神的真道；以及只聽

主所說的話。 
 

第二個勸勉是提醒我們，主的遲延乃是寬容我們，因為祂願意人人都

悔改。（彼後 3：8）主的遲延是主的憐憫和恩典，主願意我們都悔改

回轉到祂的心意中。神既然寬容我們，我們為人生活應該是與世俗分

別為聖，生命應該長進敬虔像神；並且切切仰望並催促主的再來。 
 
第三個勸勉是提醒我們：就當殷勤、無可指摘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

無可指摘，安然見主；」（彼後3：14）彼得提醒我們，若我們是盼

望主的回來，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可以安然見主。

在甚麽事上無可指摘呢？ 

（1）在所行的事上無可指摘（向這世代的人）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

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腓 2：14-16）我們在這世代中應

該是神的見證人，我們是世上的鹽和光，這是我們在世上的功用，所

以凡我們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這個世代的人很容易就對

人發怨言，又與人起爭論，我們不應這樣。這個世代雖然彎曲悖謬，

但我們是神無瑕疵的兒女；我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將

基督生命的道表明出來，使我們誠實無偽、無可指摘。「你們的光也

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

上的父。」（太 5：16） 

（2）在信主的人中無可指摘（向信主的人） 
「我們向你們信主的人，是何等聖潔、公義、無可指摘，有你們作見

證，也有神作見證。」（帖前 2：10）保羅有神為他作見證，他向信主

的人，是何等聖潔、公義、無可指摘。彼得也有勸勉叫我們怎樣看待

弟兄姊妹：「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

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

恩賜的好管家。」（彼前 4：8-10）我們向信主的人最要緊的是彼此切

實相愛，這也是主耶穌的命令；若我們彼此相愛，就能因著愛的關懷、

扶持、提醒、督責，可以阻止許多罪的意念、計劃的生發。我們要互

相款待、幫助，分享主的愛；並且常常竭力，多作主工，而不會發怨

言。我們也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若各人都願付出自己的一份，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就能使我們向信主的人無可指摘。 

（3）在成聖的事上無可指摘（向己的靈、魂、體）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

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帖前 5：23）

要能夠全然成聖，惟有與神的性情有份，我們才能全然成聖。「正因

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

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

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彼後

1:5-8）在神的計劃裡，祂是要我們每一個進國度的人，都是豐豐富

富的進去，因為在祂的呼召裡，祂是把祂的兒子整個毫無保留的給了

我們，叫祂兒子是怎樣，我們也該是怎樣。但是我們能不能像神兒子

一個模樣呢？就要看我們在沒有進國度以前，我們怎麼來走過我們的

年日，我們怎麼來學習屬靈的功課。「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

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

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

國。」（彼後 1:10-11） 



第四個勸勉是提醒我們：就當防備、知識長進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事，就當防備，恐怕被惡人的

錯謬誘惑，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

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他，從今直到永遠。阿

們！」（彼後 3：17-18）怎樣可以防備和堅固呢？使徒在 17節只不過

消極方面提醒信徒防備傳錯誤真理的人，不要被人誘惑；18節則從積

極方面勸勉，我們在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要有長進。 

1、在恩典上有長進 

「恩典」乃是白白的賜與。彼得要信徒在「恩典」上長進，其實意思

是要信徒在接受主的恩典上有長進，在支取主的恩典方面更為老練，

這就是屬靈的經歷。我們若更多領悟神的恩典，更多得著主的恩典，

又不因為多蒙恩而驕傲，我們就知道如何倚靠神的恩典而過活，正如

約翰所說「從祂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約

1：16）我們人生在世必然遇到患難（伯5：7），但這正是我們得著恩

典的時刻。正如保羅的經歷：「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

我。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

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

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

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12：8-10）保羅更以

這些患難為可喜樂，因他知道「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

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

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

主基督耶穌裡的。」（羅8：38-39）我們從這些屬靈的經歷裡，一次

又一次的「從祂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也

使我們的生命能在恩典上有長進。「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

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8：37） 

2、在知識上有長進 
「知識」指對真理和對神的認識方面來說。屬靈的經歷和真理的知識

應當並行，然後才能在真道上堅固。真理的知識要有屬靈的經歷才有

價值，而不至於變成一種屬「頭腦」的理論；屬靈的經歷亦需要真理

的知識，才能保持在正常的軌道中，不至受情緒的影響或人的情感所

表現的各種現象所支配，以致走出神旨意之外。真理的知識也不是讓

人因而驕傲自足，它們乃是叫我們互相配合地在神的引導中長進。真

理的知識也不是從人來的，乃是聖靈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你

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

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

教訓住在主裡面。」（約一2：27）這恩膏乃是真理的聖靈，祂會在凡

事上教訓我們，並把我們生活所經歷的，與真理結合起來，使我們更

明白神在我們身上的帶領和要成就的事。當我們在知識上有長進時，

神就在我們的生活上，讓我們去經歷神給我們更大的恩典。 

 

我們長進最終的結果：榮耀歸給神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

歸給祂，從今直到永遠。阿們！」（彼後 3：18）我們生活的中心乃是

要神得著榮耀。這一切恩典和知識的長進都有一個中心，「願榮耀歸

給祂，從今直到永遠」。並不是為使任何人（包括那在恩典和知識中

長進的人自己）得著榮耀，乃是要使榮耀歸與神。使徒這樣地寫信勸

勉信徒，也不是為他自己的成功，或使他在屬靈方面的成就與地位，

保留在信徒心中，受他們的尊重，乃是要神得著榮耀，又使信徒為著

那可以存到永遠榮耀中的事而生活。「從今直到永遠」，這是「榮耀歸

給祂」的一個不變的「定律」，從今直到永遠之中，並無任何的間隔，

可以讓榮耀歸給別的人。榮耀應當不斷地歸給祂，沒有任何理由會因

人屬肉體的侵佔而間斷，祂是唯一可以不斷承受榮耀的一位。從今直

到永遠地將榮耀給祂，是我們等候祂的再臨應有的態度。「你們的光

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

天上的父。」（太 5：16） 

 

在基督裡長進： 

（一）認識神的救恩（彼後 1：1-4） 
（二）有份神的性情（彼後 1：5-11） 
（三）聽主所說的話（彼後 1：12-18） 
（四）持守神的真道（彼後 1：19-2：22） 
（五）仰望催促主來（彼後 3：1-13） 
（六）願榮耀歸給主（彼後 3：14-18） 
還有不多的時候主就回來，願我們的生活能儆醒等候，並催促主的再

來。「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

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事，

就當防備，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惑，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你

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

他，從今直到永遠。阿們！」（彼後3：14-18） 



 
主啊！我在這裏！ 

 

主啊！主啊！我在這裏，求祢，求祢聽我細語， 
我願獻全身作為活祭，遵行神旨意求祢歡喜。 
祢曾為我捨了祢的自己，我怎能對祢無情無義！ 
全心全意為祢而活，直到那日歡然見祢。 

 

主啊！主啊！我在這裏，求祢，求祢聽我細語， 
我甘願不再滿足自己，只求祢成全我這心意。 
祢捨命完成了父神旨意，我怎敢偏離半途而棄！ 
助我專一隨祢腳蹤，直到那日歡然見祢。 

 

主啊！主啊！我在這裏，求祢，求祢聽我細語， 
我渴想那日快速臨到，教會滿歡欣迎祢再臨。 
祢引領眾聖徒走過艱辛，我怎可不朝標竿前行！ 
伴我行完祢的旨意，新婦妝成歡然見祢。 

 
 

□ 陳福生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12月 13日 
權柄出於生命 

神是權柄，因為祂是生命的泉源；祂是生命的本身，而生命總是帶着
權柄的。萬有都是從神的生命而出，所以祂在萬有中間有權柄。權柄
不是人可以自認的，而是生命的結果，如同父母在兒女身上有權柄。
在神的教會中，長老代表神管理教會。這不是有些人擔任這個地位，
乃是在弟兄姊妹中，他們裏面有更多基督的生命，有更多屬靈生命的
彰顯，所以他們能更多代表神的權柄。那裏有生命，那裏就有權柄；
如果沒有生命，不管你如何爭辯，那裏也沒有權柄。生命在某人身上
是顯然易見的，人不可以爭辯，也不可以自居。權柄是隨着生命而存
在，人無法否定。 

 
12月 14日 
權柄是付出 

人對權柄的整個觀念都在於得益，他們說：「要是我有權柄，我就能夠
吩咐別人去作我要他們作的事；我就能夠得着許多利益。」所以，人
人都去爭權以謀利益。事實上，權柄乃是要付出，並非要得着。試想
我們的神是何等大的賜予者，祂是何等富足、何等豐滿，祂本性的豐
盛是遠超過我們所能領會的。雖然我們不能明白，但我們卻發現神一
直在付出、付出、付出。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基
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在給予、付出當中有權柄；捨己、給予者在
接受的人身上始有權柄。主捨棄自己，作多人的贖價，所以許多人就
歸到祂權柄底下。 

 
12月 15日 
權柄在服事中 

人對權柄的觀念是地位。當你登上了那個地位，你就可以管束所有人，
這樣便為大為首了。但主說：「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
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
的僕人。」（可十 43-44）我們常是想，若我為大，就可以成為弟兄姊
妹的主人，發命令指使他們作事。然而主說，你要為大，就要服事弟
兄姊妹，把他們當作主人般來服事。如果你要為首，就必須作一個奴
僕，不單向着主，也向着弟兄姊妹。你願意作弟兄姊妹的奴僕嗎？這
就是權柄的所在。原來權柄是在服事中。主說：「人子來，並不是要受
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可十 45） 

 

12月 16日 
權柄是在愛中 

我們常以為愛和權柄是不相容的；如果有愛，就不應該行使權柄，你
愛他就任憑他作他所喜歡的事，沒有管教和次序。另一方面，我們又
以為權柄是強制、強迫、要求別人作他們不喜歡作的事。但是，神是
愛，神也是權柄。愛是祂的性情，權柄是祂的彰顯、祂的權利。這兩
樣並不衝突，反而是並行的；甚至可以說，愛就是權柄。權柄乃是愛，
是犧牲的愛，捨棄自己去求別人的好處。如果你真的愛，那必定會有
管教，因管教是在於權柄。權柄要在愛中行使，而愛也必然帶進管教。
「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來十二 6）權柄和愛不可分離，兩者
必須在一起。 

 
12月 17日 
權柄是為着建造 

我們對權柄的概念之所以變成負面，是因為天使長路西弗強奪神的地
位，又因歷史的事蹟：打倒、推翻、刑罰和審判。但起初並非如此，
保羅一再地說：「這權柄原是為造就人，並不是為敗壞人。」（林後十
三 10）權柄有兩重意義，一方面是積極的，是首要和原來意義的－為
着建造；另一面是消極的、次要的，就是拆毀。甚麼東西把教會建造
起來？就是生命和權柄。沒有權柄，就沒有建造，如士師時代，「那時
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十七 6）若主在我們生命中沒
有權柄，我們屬靈的生命不能被建立。沒有甚麼比看見甚麼是權柄，
並接受權柄更加榮耀了。 

 
12月 18日 
教會的權柄 

彼得向主說：「祢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太十六 16）身為神的
兒子，祂有權柄；作為神所差來的，祂要完成救贖，且向父順服，父
才把權柄賜給祂，立祂為主為基督。因此主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
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18節）主又說：「天上地下
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廿
八 18-19）教會如何完成主的大使命，不單把福音遍傳，更要使萬民
作主門徒。沒有紀律，怎能使人作門徒？沒有權柄，怎能有紀律？權
柄中有管教、拆毀和建造，只有心裏存着悖逆，才覺權柄可怕；順服
權柄的有福了。 

 
12月 19日 
對權柄的回應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順服乃是向權柄自然的回應。
很可惜，我們甚麼都樂意給神，惟不肯順服。主是神，並不知道順服



這件事；祂是神，不用順服任何人。然而祂到地上作為人子，還是因
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並且因着祂學了這功課，就成了我們永遠得救
的根源（參來五 8-9）。神是那完全的權柄，所以我們要絕對地聽從、
順服祂。聽從是行動，順服是態度。當神把我們放在代表祂權柄的人
下，我們當有絕對的順服，卻不是絕對的聽從。順服乃是達到權柄之
路。主倒空自己，存心順服，以至於死，因此神將祂升為至高，賜祂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擘餅記念主詩歌，作者與寫詩背景 

自伯大尼—詩歌 359首 

一. 自伯大尼你與我們分手後， 六. 日出日落，一世過去又一代， 

我心有個真空無可補滿；   你的聖徒生活、等候、安睡； 

    我坐河濱，將琴掛在柳枝頭，  一位一位，他們已逐漸離開， 

   你不在此，我怎有心鼓彈？  一次一次，我們望你快回。 

   當我深夜孤獨安靜的時候，  我主，為何你仍沒有顯動靜， 

    (此時我無忍受，我也無享受，)  天仍閉住，我們觀看仍對鏡， 

    不禁歎息，我想著你是多遠，  我們在此依然等候再等候， 

  我想著你應許已久的歸旋。  哎呀，是否我們等候還不夠? 

 

四. 亡人怎不想見生長的鄉邑？ 七. 當我回想，我已等候多長久， 

  俘虜怎不想見故國故人？   不禁歎息，低頭獨自流淚； 

    情人分離，怎不一心羈兩地？  求你別再遲延不聽我要求， 

    兒女遠遊，怎不思家思親？  現今就來接我同你歸回。 

    主阿！我想看見你面的心意，  來罷，我主，這是教會的求呼! 

    還非這些人間情形可比擬；  來罷，我主，請聽聖徒的催促！ 

    現今在此，我無法見你丰采，  來罷，歷世歷代累積的共嗚， 

   是否只好歎息等到你回來！  我主，能否求你今天一起聽! 

這詩歌乃是倪柝聲弟兄所寫。我們曉得倪弟兄，從他1920年得救
，到1952為神的道、耶穌基督的見證，遭陷罪誣衊而下獄，受折磨逼
迫至1972年為主殉道。一生盡主所托付他的，服事神的旨意，建立基
督的教會，只有三十年的時間(註1)，但這短暫事奉的日子，我們的弟

兄給神兒女留下的不僅是靈命豐富深廣的著述(註2)，出自他手之詩歌
亦膾炙人口(註3)。 

弟兄的屬靈生命成長，除了在主手裏的受陶造，對主話語擺上的
功夫，並從眾多屬靈長輩著作的領受；而對他影響至深的，尤在對主
再來的態度，乃是和受恩姊妹。1925 年底，倪弟兄與和受恩姊妹一同
禱告，和教士禱告說：「主啊！難道祢真的要讓 1925 年過去麼？難道
祢真的要等到 1926 年再來麼？但是，在這末了一天，我還求主在今天
就來。」倪弟兄聽了深受感動。幾個月後，他們在路上相遇，和教士
拉着他的手說：「真希奇！為何等到今天，祂還沒有來？」未幾，倪弟
兄在所辦的復興報上說：「我們深深的相信，現今是預備的時候，神的
兒女要被收割，必須先「熟」才可。我們說提接的時候已到，但是，
教會預備好了沒有是個最重要的問題。…神今日的目的，就是要趕快
完成祂兒子的身體，而把仇敵除滅，把國度帶來。…我們深信在這不
多的日子中，神必定要召集祂的兒女同歸於一，好叫教會不但不作攔
阻的人，乃是與神同工，成就祂的永遠定命。我們謙卑的盼望，就是
我們能在神的手裏，在這榮耀的工作中有一點的分。」可見對於主的
再來，和教士那等候主的心，並那簡單的話，對他影響之深。 

有一天，當倪弟兄讀到詩篇 137 篇「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
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他的心深受聖靈
所感動，各種不同懷思的心境－異鄉人、情人、游子、俘虜，甚至還
非這些人間情形可比擬的，就在這種只渴慕恩主再來的心境裏，他寫
下了這首「自伯大尼你與我們分手後」，抒出他對主再來的切慕。 

如今，不論環境世局，教會普遍的光景，都說明聖經預言已逐全
應驗，主再來的日子更加近了。雖然四周的黑暗還要更深，冷淡、背
道者也會加多，但主那得勝者的呼召豈不更為我們所當回應？但願每
次擘餅記念主的時刻，能一次加增一次我們對主再來的切慕，儆醒謹
守，預備迎見主來。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來」(林前
11:26)。 

 
註 1.倪柝聲生平特輯 --拾珍出版社出版。 

註 2.倪柝聲著述全集 --天糧出版社出版。 

註 3.曬熟的美果  --活道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