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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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網上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自由交通（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數算主恩（網上聚會）  

仁 愛 團：我們的 2020—聚會點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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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到永恆（網上福音信息）  

成 年 慕 道 班：（暫停）  

信徒造就信仰組： 

信徒造就生活組： 

專    題    班：《十二籃》信息選讀 (網上聚會 )  

聖 經 概 論 班：小先知書（三）：被擄歸回後  

（網上聚會）  

＊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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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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日） 

21/12 
（一） 

22/12 
（二） 

23/12 
（三） 

24/12 
（四） 

25/12 
（五） 

26/12 
（六） 

啟 12-13 啟 14-15 啟 16-17 啟 18-19 啟 20-21 啟 22 自由選讀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香港近日疫情越加嚴峻，求神保守管理，請記念醫療系統所承
受的壓力，並為前線工作的醫護人員禱告，求主保守管理，盼

早日止住疫情。 

二、 請為教會各種網上聚會禱告，求主保守我們追求認識主並敬拜
主的心，好叫主的心得滿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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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繼續為著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特別記念伴我啟
航課程的跟進工作，求主保守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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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二時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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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交通  

全年學習回顧（網上聚會）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多結果子的生活(十)—結出信實、溫柔、節制的果子 

經文：約十五 16；加五 22-23、25 詩歌：424首 
 

一、聖靈的果子—信實 

若把聖靈果子分類，信實、溫柔、節制，是特別與自己發生關係的。「信

實」原文一方面有對任何真理的堅信、相信意思；在新約是針對人與

神的關係，以及屬神的事的堅信和信靠。另一面，則是忠貞、忠實的

意思；就是讓人有信靠的個性。  
 
1. 信靠神能得神喜悅  
首先我們要提到的是信靠神這一方面，聖經指出這是神所喜悅的。希

伯來書提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

須信有神（神是），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來十一 5-6）。這裡不單
是指信有神的存在，更是信神就是我們的一切，有神就夠了，並且，

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好像以諾因信與神同行被接去就是一個例

子。另外，羅馬書也提到亞伯拉罕信神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
為有的神，因此，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

國的父……。還有，希伯來書還提到很多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的

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好激勵我們繼續在信心的路上奔跑。 
 
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我們的主就是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那一位（來十二 2），祂是我們信
心的創始者，有了祂才有信心，因祂是誠信真實的主（啟十九 11），神
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林

後一 20），祂不單是信心的創始者，也是信心的終結者，幫助我們走完
信心的道路。 
 
結出信實的果子—學習信心的功課 
今天我們要結出信實的果子，需要學習信心的功課。聖經四次提到「義

人必因信得生」，羅馬書著重「義」（羅一 17）、加拉太書著重「信」（加
三 11），這都有關神的救恩；希伯來書則著重「得生」（來十 38），就
是面對困難的環境，因信而活，好像先知哈巴谷對於神竟然用比猶大

國更邪惡的迦勒底人來懲罰神的百姓，這使先知困惑，所以他到望樓

上等候神，神賜給他一個異象（默示）——迦勒底人最終要受神的審
判而滅亡。「惟義人因信得生」（哈二 4）這乃是異象背後的信息。怎麼
捱過極其困難的日子呢？就是信心。今天我們在生活上需學習信靠神

的功課，並要用信心抓緊神的話，因天地都廢去了，祂的話卻不能廢

去（太五 18、廿四 35）。 
 
2. 主給在主裡忠信人的獎賞  
有關「信實」的另一方面關乎忠信，這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因我們都

是君尊的祭司，是服事主的僕人。主曾應許那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將

來能得祂的奬賞（太廿五 23），並生命的冠冕（啟二 10）。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我們的主也成為我們的榜樣，祂就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來二 17-18），
祂實在是神完美的僕人（可十 45），忠心完成了神的旨意，祂不單為我
們的罪成為挽回祭，最終成功了神的救贖，今天仍在天上為我們代禱。 
 
結出信實的果子—學習作忠信的僕人  
盼望我們今天靠著聖靈，結出信實的果子，學習作忠信的僕人，無論

對神（太廿四 45）、對人（約叄一 5）和對事（路十六 10）都有更好的
學習。 
 
二、聖靈的果子—溫柔 

「溫柔」原文有溫柔、謙卑、溫順、有禮意思。溫柔不是軟弱，溫柔

的性是柔所以能適應環境；因其質韌所以能勝過環境。溫柔的人就是

柔軟順服主的手、降服在神旨意安排的人，並且，主在登山寶訓中宣

告溫柔的人有福了，因他必承受地土（太五 5）。大衞就給我們榜樣，
他的作王並不是靠自己去爭取、強奪回來。他知道這是出於神的揀選，

他只是單單追求神，神就為他預備，最終他作了以色列的王。  
 
主心裏柔和謙卑 
我們的主也給我們榜樣，祂的心裏柔和謙卑（太十一 29），祂將自己完
全降服在神旨意中（軛）。當祂在地上最後一週進耶路撒冷準備接受十

字架的苦難時，祂雖以君王的身份進城，但祂不像地上君王一樣騎著

馬，有軍隊伴隨著祂，威武地進城，卻按著神的旨意，正如舊約先知

預言騎著驢駒子溫柔的進城（太廿一 5-9）。最終，祂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但卻成功了救贖，被神升為至高，得了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結出溫柔的果子 
神的話多處地方提醒我們要追求結出溫柔的果子（提前六 11），好像要
存心溫柔（西三 12）、凡事溫柔（弗四 2）、以溫柔為裝飾（彼前三 1-5）、
要以溫柔回答人（彼前三 15）、要大顯溫柔（多三 2）、要以溫柔勸戒
人（提後二 25）、要以溫柔挽回人（加六 1）。 
 



三、聖靈的果子—節制 

「節制」原文有自我控制的意思。而節制二字在原文的意義是「裡面

的能力」。我們必須有這種裡面的能力來約束，調節和治理自己，才不

會太過或不及；並且，節制乃是對好的事、合理的事而言的。今天當

我們願意學習常常竭力多作主工，要更好的服事，並作基督耶穌的精

兵就更當注意，保羅提到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

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林前九 24-27）。因此，
我們要得不能壞的冠冕，就更當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節制的主 
我們的主也給我們榜樣，好像當祂禁食四十晝夜，聖經提到祂就餓了。

魔鬼要主注意自己身體的需要而放下神的旨意，因此牠說：「你若是神

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這聽起來好像好合理，但感

謝神！我們的主卻約束祂自己，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

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太四 4）。另外，當祂
知道祂所愛的拉撒路病了，但祂因著神的旨意，為神得榮耀，約束自

己的情感，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約十一 3-6）還有，當主的弟弟
問「你離開這裏上猶太去吧，叫你的門徒也看見你所行的事。人要顯

揚名聲，沒有在暗處行事的；你如果行這些事，就當將自己顯明給世

人看。」（約七 3-4），但主卻約束自己在神旨意的時間裡行事。  
 
結出節制的果子 
願我們也靠聖靈結出節制的果子，聖經也提到我們可注意和學習的地

方：好像在思想上有節制（彼前一 13）、要節制口中的言語（雅三 2-4、
詩卅九 1-2）、用世物也要節制（林前七 31）、諸事都有節制（林前九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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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四章 7-11節 

7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
儆醒禱告。 

8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9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10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11 若有講道的，要按着 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着 神

所賜的力量服事，叫 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原來榮耀、
權能都是祂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我們知道主回來的日子迫近，這是萬物達到目標的時候（「結局」

的其中一個意義）。使徒彼得提醒我們要謹慎自守，因為他知道，當

末期將要來臨時，地上是極其混亂，我們正是處於這樣的時候。在

過去的年多兩年裏，因着社會環境改變，疫症蔓延，我們日常的生

活，以致聚會都受影響。 
「謹慎自守，儆醒禱告」，另有翻譯的意思是「在正確的心思和

清醒的靈裏禱告」。在現今紛亂的日子中，「正確的心思」就是根據

神的話而建立的思想，不偏向人的喜好、利益，也不跟從世上的潮

流思潮。「清醒的靈」是向着聖靈開啟的靈，注視聖靈的啟示，跟隨

聖靈的引導。這樣的禱告才能使我們在末期時堅定的在主裏，不致

搖動，隨流失去。 
彼得還提醒我們，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謹慎自守、儆醒

禱告」是各人內裏的學習，「彼此切實相愛」是肢體間的實行。在極

艱難的時候，個人是不容易站穏的，所以更需要肢體間切實相愛的

扶持。「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不是說要隠藏已犯的罪惡，而是預防及

阻擋犯罪。因為肢體彼此相愛，許多犯罪的機會被遮蔽了，彼此相

愛成為我們在許多引誘迷惑中極大的保護。切實相愛實現在不發怨

言的互相款待，這才是真的相愛。而且，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就是按着聖靈所賜的去服事，不是照自己的喜惡和天然的能力。 
在過去快一年的時間裏，因着疫症蔓延，甚至正常的聚會都停

止了，肢體間的服事也有所變化。有兩段長時間肢體們都不能在聚

會所聚會，也不能見面。在這些日子中，弟兄姊妹並非僅僅各自生

活，我們仍舊彼此服事。有作話語服事的，改在網上講課，要克服

沒有肢體坐在面前的困難，照着神給的負擔去講。事務服事的肢體，

特別是影音和資訊科技服事的，他們盡心竭力的建立起網上聚會的

架構，叫聚會能維持進行。 
各團各班服事肢體用各種方法與弟兄姊妹接觸，彼此關顧。有

些弟兄姊妹沒參加團契或主日學，信關組的肢體們都盡力聯絡關

心。其他弟兄姊妹也不是閒着的，大家都主動彼此關心問候，互相

幫助，特別在彼此代禱的事上，在不能面對面聚會時，彼此的代禱

成為肢體極重要的連繫。上月底的見證交通聚會，多位患病的肢體

都見證，不單是神的恩典托着他們，更是肢體們的代禱，叫他們能

在主裏堅定的相信、站穏。 
教會裏眾肢體照聖經的教導，跟隨聖靈引導禱告，彼此切實相

愛，按聖靈所賜的能力互相服事，教會才能在末期妝飾整齊，等候
羔羊。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12月 20日 
神下放權柄 

神是權柄，祂用祂的權柄去創造萬有、維持萬有、管理萬有，使整
個宇宙得以在和諧裡井然有序。然而神樂意授權，在首先的世界裡，
祂設立了天使作代表的權柄；其中有撒拉弗、基路伯，有執政的和
掌權的。他們都是神的用人，在神的權柄下服役，又用神給他們的
權柄，為著神的榮耀去管理宇宙。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彰顯神
的榮耀，一切都為著神的旨意服役。權柄不是自居的，乃是神賜與



的。這些天使都是領受權柄的，只要他們一直在神的權柄之下來執
行神所賜的權柄，一切都完美地運作。可是後來天使長路西弗叛逆
奪權，帶來宇宙的黑暗與神的審判。 

 
12月 21日 
人的被造 

神沒有因為天使長的叛變而放棄設立代表權柄；神用祂的愛修造敗
壞之地，並在第六日按祂自己的形像和樣式來創造人。神創造美麗、
榮耀的天使，但不是按祂自己的形像；人雖比天使微小一點，卻是
按神的形像造的。這樣，神給人一種能力，可以接受祂自己進到人
裡面。因為祂知道要保護代表權柄唯一安全的方法，就是祂自己的
生命，故此祂創造了能夠接受祂自己生命的人。神賜給人權柄去管
理空中的鳥、地上的走獸和海裡的魚，又把生命樹放在園子中間；
神的意思是說：「我仍然把權柄下放，但成為代表權柄的秘訣在於接
受我的生命，這是個保護措施。」 

 
12月 22日 
神設立權柄 

始祖犯罪後，神沒有取回所有權柄，祂仍設立權柄在地上，「沒有權
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羅十三 1）神在世上
設立君王和統治者，他們是神的用人，要為著行善而去事奉神的旨
意。「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麼？你只要行善。」（3節）神又在家庭中
設立了權柄-父母，在教會設立權柄-長老。這些都是神代表的權柄，
神設立他們是很大的冒險，成為代表權柄也是重大而嚴重的責任，
因所代表的乃是神。他們執行權柄時是表彰神，不是自己；若表彰
自己是錯誤代表權柄，錯誤代表權柄的罪非常嚴重的，摩西因此不
能入迦南（參民廿 2-13）。 

 
12月 23日 
代表權柄的典範 

主耶穌作為神，是直接權柄的準則；祂倒空自己成為人，是代表權
柄的完美典範。主雖是大衛子孫，在地上卻沒有任何地位、身分；
然而祂是一個有權柄的人。「因為祂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
像他們的文士。」（太七 29）主一說話，病就得治，鬼也離去，海浪
也平靜。主潔淨聖殿後，人質問祂：「你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
（太廿一 23）主一再說祂不論言和行，全是照父的旨意。換言之，
祂是在神的權柄底下過祂的整個生活；祂向神權柄絕對和完全的順
服，所以神賜給祂完全的代表權柄。主行使祂的權柄，把自己放在
十架上，這就是代表的權柄。 
 

12月 24日 
如何作代表權柄 

權柄是在神的生命裡。所以，神的兒女都有一定程度代表的權柄；
這是我們極大的責任。我們若要運用這權柄，必須像主一樣服在神
的權柄下執行這權柄，要捨己，要十字架作工在我們的生命裡。否
則，我們會濫用這權柄歪曲神，建立自己的王國，控制人。事實上，
代表的權柄是基督在我們裡面，是神的生命在我們裡面，也就是我
們的權柄度量。所以，說預言的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服事的
要照著信心的度量來服事（參羅十二 6-8）；不要超出界限，以為自
己是權柄。只有神是權柄，我們永遠都不是權柄；若沒有十字架，
沒與主交通，就沒有權柄。 

 
12月 25日 
服權柄 

神為宇宙、國家、家庭和教會都定下了次序，有作權柄的，有順服
權柄的。所以保羅說：「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弗五
21）人都喜歡作權柄，想盡辦法坐高位，但聖經要求我們尋求順服。
基督身體上每一個肢體都各有一點基督；向著這個，我們必須順服，
是存著對基督的敬畏。這敬畏不是對刑罰的畏懼，乃是懼怕主不喜
悅。當我們彼此這樣順服，屬天的次序便顯明了；神的靈會指示我
們，祂在我們上面設立了誰作權柄，要我們順服。這種作眾人的僕
人的權柄，是極大的責任，誰想要如此？若被神抓著，豈敢不從？
作權柄是為神，羨慕聖工。 

 
12月 26日 
如何恢復權柄和順服 

現今世界上神所設立的代表權柄，不再依據神原初的思想了。神卻
仍在不斷作工，為要恢復權柄與順服。在祂作工的過程中，祂容許
一些錯誤的代表權柄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仍然需要順服在我們之
上的權柄，為要恢復正確的權柄和正確的順服。主在地上時，神容
許在猶太人之上有一個錯誤的權柄－羅馬帝國；主活在這虛假的權
柄下，一直沒有反抗。神在家庭中設立父母的權柄，我們需要聽從
他們，其界限是他們的吩咐沒有與神的吩咐衝突。在教會中也是如
此，若教會負責人不在神的權柄底下，他們就沒有權吩咐我們，我
們需要存順服態度，但無須聽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