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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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am 恩慈團契：心靈健康（網上聚會）  

2：30 pm 
中學生團契：主題（網上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查經 2（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認識聖靈（三）（網上聚會）  

仁 愛 團：讀經交通：使徒行傳第 13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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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真神（網上福音信息）  

成 年 慕 道 班：（暫停）  

信徒造就信仰組：因信稱義（網上聚會） 

信徒造就生活組：主耶穌的神人二性（網上聚會） 

專    題    班：《十二籃》讀後分享（網上上課） 

聖 經 概 論 班：普通書信 － 希伯來書（網上上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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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第三十四卷第五期  
 

教會全年學習主題「得贖的日子近了」（路21:28） 
2021–2022讀經計劃 

31/1（日） 1/2（一） 2/2（二） 3/2（三） 4/2（四） 5/2（五） 6/2（六） 
出 10-11 出 12-13 出 14-15 出 16-17 出 18-19 出 20-21 出 22-23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請記念 2 月 20 日有網上新春佈道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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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香港疫情仍然持續，求主憐憫，盼望能早日受控；並請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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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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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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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新一季的聖經概論及專題班的課程將在二月十四日（主日）開

始，報名表已預備，弟兄姊妹可在教會網頁下載及報名，填妥

的報名表可電郵至 info@kfca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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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nfo@kfcah.org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誰掌管明天？ 詩歌：主活著 
經文：徒十二 1-23  

 
使徒行傳記錄了四件死亡事件 
 
一、司提反之死（徒七章） 

x 雖被石頭打死，卻是滿有榮耀光彩的死。 
x 他死時看見天開了，耶穌基督接他回天家。 

 
當時教會雖受逼迫、門徒分散，為殉道者哀傷（徒八 1-3），但仍有神
對教會的安慰：司提反殉道時的榮燿、掃羅歸主。 
 
二、雅各之死（徒十二 2） 

x 雅各是十二門徒中首先殉道者。 
x 在作主門徒時，他看見主的榮光、神子的形像（主變了形像 參
太十七 2），也看見耶穌基督人子的形像（客西馬尼園見主
禱告 參太廿六 37-38）。 

x 由於雅各已先看見主再來榮耀的形像是如何，也聽了主的話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太五 10-12），因此明白主榮耀降
臨時他會得榮耀、獎賞，這成為殉道者的盼望和激勵，心也

得安慰。 
 

彼得被捉拿，嚴密看守，但獲救（徒十二 3-18） 
這事表明，按人看來沒有可能得生的事，在神是有可能。 
雅各殉道、彼得得釋放，都顯明人生死的主權在神的手中。 
 
三、兵丁之死（徒十二 19） 

x 死因不明不白，不知為何故而死，像不認識神的人，人生無目
的、不知為何生、為何死，枉過一生。 

 
四、希律之死（徒十二 23） 

x 希律是有權有勢的人，且受人擁戴，「說話像神！」。 
x 人不歸榮耀與神並抬舉自己為神都是出自魔鬼，因此神吩咐蟲

咬死希律。 
x 神以軟弱的蟲奪去希律的性命，是對他的羞辱，並顯明神的權
能。 

x 希律雖掌握生死大權、擁有榮華富貴，但一切都是神賦予的，
因此証明地上一切的權柄都是出於神。 

x 這提醒我們，我們的生命氣息、財富各樣所擁有的，都是從神
而來、是神的恩典，要將一切榮耀歸於神。若我們榮耀自己，

恐怕就是落在希律的情況。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人的生命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
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這

事，或做那事。」（雅四 14-15） 
 
    所以在神面前當存敬畏神的心，是要為主而活、要榮耀神，才有
意義和價值。因我們的生死長短都在神的手中，無需懼怕，該注意每

日活着是否為主而活。 
 
（本文未經講者過目） 

□ 陳志基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1月 31日 
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阿，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那僕人
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 

（太十八 26-27） 

 這故事的主人（其實我們在天上的神更是如此），動了慈心，並
不是因為僕人願意還債，而是因為僕人知錯，謙卑懇求主人發憐憫。
主人早知道他沒有能力還債，所以就免了他的債。「釋放…免了」―
這兩個詞說出了這個世代所要發生的事情。如果在未來的世代會有
這樣的事情，主在祂公義的追討上會作出讓步。今天，神不但要釋
放人，也要免了人所有的債。神的恩典往往遠超人所期望的。 
 
 
 
 

2月 1日 
這樣說來，律法是為甚麼有的呢？原是為過犯添上的。（加三 19上） 

 我們應該知道，神賜下律法，不是要人去遵守，而是要人知道
他們沒有能力遵守。神早就知道人犯罪，但是人自己卻不知道他們
犯罪。因此神賜下律法，目的是要人認識自己，知道自己沒有能力
去遵守律法。這一切主當然是知道的。神的兒子來到地上，若是要
人去遵守那為過犯添上而他們又沒有能力去遵守的律法，那就太不
可思議了。律法既然不能叫人不犯罪，難道神的兒子來要叫人去作
不可能的事嗎？神差遣祂兒子來，是為了拯救人，所以祂一定不會
堅持要人去守律法，作為他們得救的條件。 
 
 
 

 
 
 
 
 

 

2月 2日 
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是在乎自己的心腸狹窄。（林後六 12） 

 電的能力是很厲害的。若是把電源關掉，電流就馬上截斷。屬
靈生命的能力也實在是大，而且是自發的。但是如果缺乏令它成長
的條件，它的成長就會受到限制。 

 那麼，怎樣才能使這個生命增長擴大呢？我們不要忘記，我們
接受屬靈的生命，是從心思開始；照樣，這生命的成長也是由心開
始。我們屬靈的生命能否增長擴大，就看我們的心是否向神張開。
我們的心如果是向神張開的話，我們的生命就會寬廣長大。但是，
如果我們的心是向神關閉的話，生命就沒有可能拓寬。所以還是回
到心的問題，我們不能忽視這個問題。 

 

 

2月 3日 
某城裏有一個官，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裏有個寡婦，常
到他那裏，說，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給我伸冤。（路十八 2-3） 

 我們相信主耶穌的人，是站在主這一邊，因此我們自當認定主
的對頭就是我們的仇敵。而主的對頭―撒但，也一定不會輕易放過
我們，不與我們敵對。既然撒但認定主耶穌是牠的對頭，牠也就不
會不把跟隨主的人亦看作眼中釘。 

 這種敵對的情形，日深一日。我們的對頭如此強大，而我們就
像寡婦一樣，又可憐，又無望。牠竭盡所能壓制我們，累得我們損
失慘重。我們在撒但手中吃虧受苦，受脅制的光景難以盡述。如果
我們不能伸冤得直，所受的傷害就永遠難以痊癒。所以必須像這寡
婦，常到神那裏，求伸冤。可惜很多神的兒女們仍然對撒但的壓制
毫無警覺，真是可憐！ 



 
 
 

2月 4日 
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
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太十三 45-46） 

 珠子代表教會的美麗。教會的美麗是主的裝飾，人看見這個美
麗，就會稱頌主。 

 珠子的形成構成一個動人的故事。能產生珍珠的是海洋裏某種
軟體動物，長相平凡。這象徵教會是從那極其謙卑的基督而出。這
種軟體動物，會對甲殼裏的沙塵或其他外來的東西，自然分泌出一
種光滑亮麗並彩色繽紛的液體去包圍它，所以動物本身在珠子形成
的過程中受了不少痛苦。珠子圓渾與否，全視乎那動物本身的柔軟。
動物體內愈柔軟，珠子就愈圓渾。我們的基督對教會實在是何等溫
柔體貼啊！ 
 
 
 

2月 5日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來九 22下） 

 在關乎罪得赦免的事上，人可能以為只要盡力行善就可以了。
但是他不能想像他要作多少年的善事才可以辦得到。亦有人認為他
只要繼續不斷地禱告，一直到他感到裏面有平安就行了。可是，我
們必須指出，這一切的努力只是他們自己出的主意，是自己要作的。 

 我們知道，我們不能用好行為來補償所犯的罪，因為行善是我
們的天職。我們也不能因罪申訴，不斷禱告，祈求神直到我們把過
犯都忘掉了，叫心裏恢復平安。要叫罪得赦免，得潔淨，唯一的方
法是藉著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只有主耶穌的寶血能解
決我們的罪的問題，是祂的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參約壹一 7）。我
們相信嗎？ 
 
 
 

 
 
 

2月 6日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成
為聖潔，無有瑕疵。（弗一 4） 

 哦，這個恩召何等偉大！如果你從來沒有失敗或是軟弱，你可
能就不會領會這個呼召的獨特奇妙。但是，你若對自己的軟弱，自
己的不中用有所認識的話，你必定會感到這恩召是何等寶貝。你會
說：「感謝神，你呼召我，使我聖潔、無有瑕疵！你要叫我像你一樣
的完全！」讚美主，有一天祂揀選我們的目的會完全實現。不管我
們現在是如何軟弱無用，該受責備，有一天，神要把我們帶到祂面
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像祂自己一樣。這是祂揀選、呼召我們
的目的。祂既然是已經這樣定意，事就必然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