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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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成長藍圖 13（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生活組 (1)（網上聚會）  

仁 愛 團：屬靈書籍分享 (11)（網上聚會）  

主 
 
 
日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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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福樂（網上福音信息）  

成 年 慕 道 班：（暫停）  

信徒造就信仰組：罪與罪行（二）  

信徒造就生活組：禱告生活  

專    題    班：《十二籃》信息選讀（網上聚會） 

聖 經 概 論 班：普通書信 － 希伯來書（網上聚會） 

＊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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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全年學習主題「得贖的日子近了」（路21:28） 
2021–2022讀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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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教會新一年的主題學習禱告，好讓我們因著看見得贖的日
子近了，我們能更好追求，並預備自己，昂首挺胸地等候主的

再來。 

二、 請記念二月二十日網上的新春佈道會，求主預備弟兄姊妹的心
志、在各樣的服事及邀請福音朋友上同心合意擺上，把人帶到

主面前，讓主得著更多人。 

三、 為著新年度教會各項服事禱告，求主加力給服事的弟兄姊妹，
讓眾肢體能在主裏彼此建立。 

四、 陳梓揚弟兄及陳吳詠思姊妹將於明天（一月十八日）離港移居
英國，求主保守帶領他們的行程，並往後在當地的適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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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定於二月二十日（週六）下午三時有網上「新春佈道會」，
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盡量邀請福音朋友依時收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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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合一與分別 詩歌：466首 
經文：羅十三 12-14；弗四 1-6 
世界在疫情肆虐與政治動盪下踏進新的一年，同工們都感覺主快來，我們得

贖的日子近了，各人要儆醒等候預備迎見神，好在基督台前交賬。保羅形容

如今正是「黑夜已深、白晝將近」之時。 

一、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時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是怎樣的時候？研究睡眠的專家告訴我們，人由清

醒進入睡眠會重複經過不同階段，先是模糊入睡，然後淺層睡眠，最後是深

層睡眠，即熟睡階段，是最難立即清醒過來的狀態。研究數據顯示，大部份

成年人約在清晨四時或五時進入最長一次深層睡眠。換句話說，「黑夜已深、

白晝將近」就是人沉睡熟睡之時，是守望的人最難儆醒最難堅持之時。馬太

福音 25章就曾記載十個童女雖要儆醒等候新郎卻最終未能堅持，在黑夜已
深時「打盹睡著了」；26 章記載主帶領門徒往客西馬尼園並吩咐要儆醒禱
告，然而他們終因「眼睛困倦」「睡著了」未能與主「儆醒片時」。研究人員

指出，人進入深層睡眠後身體狀態會全面放鬆，對外界的意識和反應下降至

最低。故此，黑夜已深時，又是人放鬆意識、缺乏提防之時。使徒行傳 20
章記載保羅在特羅亞因次日要起行就與他們講論多時直到半夜，少年人猶推

古因困倦沉睡失去意識，就在熟睡中沒有提防下從三樓窗台掉下去了。由此

可知，黑夜已深時的確也是危險重重之時，我們必須小心謹慎。事實上，主

在馬太福音 13章早就提醒：黑夜已深時是仇敵暗中作工危險之時。主說：「天
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裡，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裡就

走了。」（太十三 24-25）原來，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時，人雖然正在沉睡熟
睡，仇敵卻未曾睡覺；人雖然放鬆意識不再提防，那惡者卻絲毫不鬆懈；牠

正躲藏暗中緊緊盯著，要看準機會下手偷襲破壞，何等可怕！ 

二、撒但散播謊言仇恨紛爭 

這世界的人以為仇敵魔鬼可怕之處在其恐怖猙獰外貌，然而神的話揭露其狡

猾面目：牠就是在伊甸園散播謊言的「那古蛇」，「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

的」（啟十二 9），謊言就是仇敵用以擺佈人的慣常技倆。主耶穌指出牠「說
謊是出於自己，因牠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約八 44），牠時
常埋伏等候要藉謊言攻擊人，遍地遊行伺機迷惑吞吃人（彼前五 8）。神的
兒女們與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當注意仇敵常以人的頭腦心思為戰場，要

提防那惡者的謊言如同「火箭」般對準人的頭腦心思猛烈攻擊，必須「戴上

救恩的頭盔」作保護免得受欺騙，「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才「可以滅盡那

惡者一切的火箭」（弗六 16-17）。保羅更提醒我們並非不曉得撒但的詭計，
因牠「行事詭詐」，雖然外表「裝作光明的天使」（林後十一 14），背後卻要

帶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提前四 1），繼而藉
著「說謊之人的假冒」來「迷惑人」「欺哄人」（提後三 13），不但使人陷在
罪中「服事各樣私慾和宴樂」，更陰險者叫人「常存惡毒嫉妒的心」「彼此相

恨」（多三 3）。然而我們都知道仇恨嫉妒紛爭並非來自眾光之父，因此約翰
在書信中清楚表明「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屬乎

主的人愛弟兄就「住在光明中」，人若恨他的弟兄乃是「在黑暗裡，且在黑

暗裡行，也不知道往那裡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約壹二 9-11；四 20）。
哥林多教會就曾經落入仇敵的圈套，以致彼此親密信任的關係遭受破壞，屬

乎主的人中間竟然不能相合，出現「嫉妒紛爭」甚至「分門別類」「結黨的

事」，保羅判定這是「屬乎肉體」，並嚴厲斥責「這豈不是你們和世人一樣嗎」？

難道「基督是分開的嗎」？（林前一 10-13；三 3；十一 18-19）但願主的話
也提醒我們，因為現今這世界背後為那惡者所操控，到處充斥迷惑人欺哄人

的謊言，要迷糊界線混淆概念；以欺騙誤導的手段扭曲甚或改變神的話語，

叫人在認識真理上出現偏差。求主保守，叫屬乎主的人不因受欺騙而重蹈哥

林多教會覆轍！ 

三、神的心意是要教會合一 

約翰福音 17 章記載主在被賣的那一夜，因快要與門徒分離就迫切向父禱
告：「求祢因祢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我不

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

（約十七 11；20-23）可見主的心何等盼望神的兒女們能合而為一！分門別
類嫉妒紛爭結黨的事又叫主的心何其傷痛！保羅論及他所得著關乎教會的

啟示時，勸勉弟兄姊妹要「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

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四 1-6），因為我們「都從一位聖靈受浸成了一個
身體」，但「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林前

十二 12-13）。神的心意乃是要教會藉著合一顯出基督身體的見證，肢體雖
多卻彼此相顧，運用恩賜一同配搭事奉顯出功用（羅十二 4-5；林前十二
4-6）。神的話又指明，身上所有肢體不論功用都分享同一生命，就是那「原
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約壹一 2），在這生命中一切基督以
外的區別都被消除，在此「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

女」，也不分「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惟有基督是包括

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所有屬乎主的人「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加三

28；西三 11）。保羅提醒，我們聚集擘餅正是表明教會合一，顯出生命共通
彼此接納相交：「我們所祝福的杯」是「同領基督的血」，「我們所擘開的餅」

是「同領基督的身體」，「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

受這一個餅」（林前十 16-17）。故此，在基督身體合一裡各人要「彼此包容，
彼此饒恕」（西三 13），不可「輕看弟兄」「論斷弟兄」，總要「彼此接納，
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羅十四 10；十五 7）。 



四、要保守純一分別不混亂 

按著聖經的教導，神的兒女們一方面學習顯出生命合一，另一面也學習分別

為聖。教會合一的見證有其專一的範圍，就是以基督的身體作為範圍，再大

也只能有基督的身體那麼大，不能擴充到基督身體以外。換句話說，神的教

會不但要保守合一，也要保守純一，不能混亂，不能容讓屬天合一範圍以外

的屬地事物被聯合包括進來。保羅教導屬乎主的人首先要從不信的人中分別

出來：「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

麼相干呢？」「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

淨的物」（林後六 14-17）。此外，聖徒又要堅定拒絕肉體，不容體貼肉體而
來的死亡損害教會的合一，「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

人體貼聖靈的事。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羅八

5-6）。再者，跟隨主的人都當拒絕世界的賄賂，堅決不「效法這個世界」（羅
十二 2），不可因為「貪愛現今的世界」（提後四 10）而「與世俗為友」最終
卻「與神為敵」（雅四 4）。最後，神的教會必須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抵擋
魔鬼的詭計，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的攻擊，叫基督身體合一的見證不受影

響，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弗六 11-17）。神的兒女們若都能忠心
為主站立，從不信的人中分別出來，拒絕從肉體、世界來的誘惑，抵擋從魔

鬼撒但來的攻擊，神的教會就能保守純一，基督身體合一的見證也就顯明出

來。 

五、當知道得贖的日子近了 

保羅不但指出如今乃「黑夜已深」時候，他接著說明「白晝將近」「就是該

趁早睡醒的時候」（羅十三 11-12）。主告訴門徒，正當那十個童女「打盹睡
著」時，忽然「有人喊著說：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

來收拾燈」迎接新郎（太廿五 6-7）。白晝將近就是該儆醒預備的時候，今
天我們如同五個愚拙的童女「拿著燈卻不預備油」？還是好像五個聰明的童

女「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裡」？白晝將近也是我們該靈裡甦醒的時候，是

確立屬天身份之時。我們是否記得主囑咐：「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

中揀選了你們」（約十五 19）；有否聽到彼得提醒：「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
客旅，是寄居的」（彼前二 11）？今天我們還被多少屬地的藤蔓抓住？這世
界多少人事物仍拘束阻撓我們等候主？白晝將近更是我們學習相愛之時，經

上記著說：「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最要緊的是

彼此切實相愛」（彼前四 7-8）；經上又記著說：「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
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

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來十 24-25）。是的，我們得贖的日子近了，已如
箭在弦上，巴不得當此緊急關頭，我們都儆醒不受迷惑，竭力保守教會合一

並分別為聖；挺身昂首「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

八 23），預備好迎見主！  

□林永存 



路加福音 21 章 28 節  

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

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得贖的日子近了 
今年教會的主題為「得贖的日子近了」，提醒我們主快回來。實在，

若我們把今天面對的環境，對照聖經提到主再來的預兆，無論是異

端、地震、戰爭、瘟疫......這都讓我們知道，主很快回來了。另外，
神的話也提醒我們，現在正是「黑夜已深，白晝將近」之時，因此，

在主再來以先，我們雖面對不少困難，但感謝神！這證明主很快便

要再來，我們的身體也快要得贖了，並且，受造之物也要得著釋放；

最終，我們更要和愛我們的主、我們的神在新耶路撒冷永遠同在，

這是我們榮耀的盼望。 
 
當挺身昂首 
在這末後日子，當我們遭遇極其困難的環境時，我們應以怎樣的態

度來面對？神的話提醒我們「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就

是積極、歡樂的態度來等候主，因為「得贖的日子近了」。另一面，

「挺身昂首」英文聖經是“look up, and lift up your heads”，就是抬頭
仰望天的意思。願我們能在困難的時候，懂得抬頭仰望神，更多倚

靠祂；也更多思念屬天的事和神的旨意。 
 
盼新一年的學習 
在一年之始，願我們在神的話語上好好追求，教會本年度也鼓勵各

弟兄姊妹參加不同的讀經計劃，包括葵芳家讀經計劃及「嗎哪靈糧」

讀經計劃等。盼望在新的一年，我們屬靈生命能更成長，教會能早

日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等候主的提接。另一面，盼望我們繼續同

心合意興旺福音，因為，現在雖是末後的日子，但現在也仍是神悅

納的時候、拯救的日子。因此，讓我們把握機會，傳神的福音，今

年 2 月 20 日(週六)我們有新春佈道會，盼望我們能將福音傳給我們
的家人，讓他們和我們一樣得著屬天的盼望和平安。此外，願我們

也繼續記念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及在印度服事的林惜雲姊妹

及奧斯汀弟兄的團隊，盼望天國的福音早日傳遍天下。最後，盼望

我們更多為著神的旨意，神的家及神所要作的工，擺上更多的禱告。 

 
 

每日靈糧 
倪柝聲弟兄信息摘錄 

 
1月 17日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著
祂兒子曉諭我們。                             （來一 1-2上） 

 神的話告訴我們，神在古時藉著祂的眾僕人，多次多方要向人
發表祂愛人的心意，可是人沒有領會。這樣，祂只好自己來到地上，
成為人的樣式，這個人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那位耶穌基督。 

 榮耀的神降卑成為人。這是何等的降卑！祂原是超過萬有的，
竟然倒空了自己，取了人的樣式。請聽我說：主耶穌在地上的一生，
都只是為了要表明神對人所存的大愛。祂在地上過了三十三年，只
是為了發表神的心意。祂在地上怎樣對待人，正是神一直以來要對
待我們的心意。 

 

1月 18日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
的大能。                                        （林前一 18） 

 我們傳福音的時候，應該是把十字架的生命傳送給別人。但是，
最使我心疼的是，雖然很多人是傳講十字架，但是聽道的人似乎得
不著神的生命。人會聆聽我們的話，甚至是似乎贊同我們所說的，
並且樂意接愛，可是神的生命並沒有臨到他們。 

 人的思想、話語、辭鋒和辯詞，都只能攪動人的魂，挑起人的
感情，心思和意志。但只有生命才能觸摸到人的靈，而聖靈所有的
工作都是作在我們的靈裏面──就是在我們裏面的人（參羅八 16和
弗三 16）。在我們屬靈的經驗裏，當我們在靈裏的生命流出來的時
候，聖靈就會把祂的生命輸送到別人的靈裏面，叫他們得著重生的
生命，或者是叫他們得著更豐盛的生命。 



1月 19日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一 1） 

 一般人常常譏笑古代的中國人、巴比倫人，或古時其他的民族
所流傳的有關創造的神話。科學家們都不屑去駁斥這些神話故事。
為甚麼？因為這些傳說都沒有內在的價值，所以不值得為它特別去
花工夫。可是，人對聖經的態度就完全不一樣。他們竭盡所能抵制
聖經，這就正好證明了聖經的大能。他們對聖經的態度，迥異於對
這些民族的傳說的態度，這個事實說明了聖經那超然的地位。 

 有誰讀到創世記第一章而不對它那獨特的敘述留下深刻的印
象？敘述的內容相當平淡普通，卻是那麼奇妙！那些事實都是平舖
直述的說出來，不帶一絲理論，也不刻意去辯證，或去證明所描述
的事實的真確性。這位作者完全不受這本書的限制，因為祂比所寫
的一切都更大，祂遠超過全宇宙，因為祂是神。 

 
1月 20日 
現在你要起來，和眾百姓過這約但河，往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
去。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我都……賜給你們了。 （書一 2-3） 

 所有現在等著要進入迦南的人，都是有信心的。憑著神的話，
他們過了約但河。可是過了河以後，他們就馬上得著整塊迦南地嗎？
不！撒但永遠不會向神的子民作出這樣的讓步。耶利哥的城牆那麼
高，城門又緊緊的關閉。如果我們落在這樣的處境，我們可能就向
神埋怨，說：「你說過已經把迦南地賜給我們。現在我們已經過了河，
但耶利哥城牆那麼高，城門又都緊緊地關閉。你的話豈不是都落空
了嗎？」但是以色列民卻沒有這樣作。他們相信神的話，也抓牢祂
的應許。他們每天繞著城走一圈，到了第七天，他們就繞著城走七
次，接著就大聲喊叫，耶利哥城牆就應聲倒塌了。以後他們就一個
接著一個把那些城鎮攻取下來。 
 

1月 21日 
我約翰……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
島上。             （啟一 9） 

 約翰忠心為神的道，並為耶穌作見證，結果給流放到拔摩海島
上。從人看來，約翰在這個孤島上，一定是十分孤單可憐。但是他

並沒有發怨言，因為他知道是為誰受苦。讚美感謝神，正是在這樣
的環境下，榮耀的神就向他顯現，賜給他新的啟示，也更新他的信
心。哦！對這個時候的約翰來說，天是大大的向他打開，而地上的
一切也都消退。這樣的光景，豈不是叫我們想起在監牢裏的約瑟、
在曠野的摩西、在災難中的大衛和在捆鎖中的保羅嗎？在逆境下他
們都接受了新鮮的啟示。然後約翰跟上了他們的腳蹤，接受了他以
前沒有看到過的異象。他看見那坐在寶座上的主。 

 
1月 22日 
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主阿！救我。 

   （太十四 30） 

 走在海面上的時候，彼得不該把眼光移到風浪上。他有主的話，
就不用看風浪。因為轉眼看那些別的事物，就很容易忘記主的話。
首先，沒有主的話，就算是風平浪靜，人也不該自己走到海面上。
既然能走在海面上，不在乎風浪是怎樣，人就永遠不需要注意這些
事物，只要專一的注視主就是了。 

 
1月 23日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           （太十六 24） 

捨己的意思是不體貼自己，放棄自己的權利，就是把「己」撇
在一邊，專一尋求神的心意，在一切的事上，不再隨己意取捨，也
不再以自己為中心。只有這樣的人才可以跟隨主。這顯然不用多作
解釋，因為人若只任隨自己來作定奪，他怎麼可以跟隨主呢？ 

「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這就比捨己更深一層的跟隨。
因為捨己不過是不顧自己，背起十字架卻是順服神，完全根據祂的
定意，甘願為祂受苦。捨己，又背起十字架，這樣，我們就可以真
正的跟隨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