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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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分享（網上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生命成長藍圖 14（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戶外  

仁 愛 團：生活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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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覓真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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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道守拾集》選讀（網上上課） 

聖 經 概 論 班：舊約 — 摩西五經（網上上課） 

＊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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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芳興芳路 188 號協德大廈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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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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２（日） 8/2（一） 9/2（二） 10/2（三） 11/2（四） 12/2（五） 13/2（六） 
出 24-25 出 26-27 出 28-29 出 30-31 出 32-33 出 34-35 出 36-37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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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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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偉雄弟兄及黃頌麒弟兄將於下週三（二月十日）離港飛返英
國。他們一家將在英國定居，求主保守帶領他們的行程，並往

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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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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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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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 

合班 -詩分享 +自由交通  

（網上聚會） 

mailto:info@kfcah.org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誰是「在預備」的人  
經文：太廿四 33，38，40-44；啟三 20-21，7-8，12；彼前四 7；

約十三 14；瑪三 16-17  
 
教會今年的主題是〈得贖的日子近了〉。這日子是主再來的日子，也是我

們進天國的日子，我們要有怎樣的預備？ 
 

(一) 要預備 （太廿四 42；44） 

我們為甚麼要預備？因為主再來的日子是我們不知道的（太廿

四 42），那更是在我們想不到的日子（太廿四 44）來到。那麼我們是

在何時準備？有人問一位屬靈的前輩，主若明天就到，他會有怎樣

的準備？他說他不需特別的準備。為甚麼？因為他每天的生活都在

預備迎見主。所以要預備迎見主，是在每天平常的生活中。那麼我

們要作些甚麼來見主呢？如果地上的老闆要和你見面，你一定要弄

清他想要得些甚麼。同樣主再來時，祂期盼在教會中得到些甚麼呢？

那正是我們所要預備的。我們試從啟示錄中的老底嘉和非拉鐵非兩

個教會的書信中，看主對教會的期盼。 
 

(二) 主回來時兩個期盼 
1) 與我們一同坐席（啟三 20-21） 

「坐席」，英文的譯本是「eat with him」，就是吃飯。「吃飯」就

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主期盼與我們一同坐席，就是期盼與我們

一起生活。因此，我們的預備就是今天你是否與主一起生活。 

    老底嘉教會的問題很多，但那都是病徵，真正的原因是在啟

三 20：主是在門外叩門。主是元首，也是家主，但祂竟是在門外

叩門。那開門的，主就要進到他那裡與他一同坐席。若果我們早

作準備，天天與主一同生活，過的是「我與祂」、「祂與我」的生

活，那就是我們最好的準備了。馬太福音廿四 40-41 提到「兩個

人在田裡，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

下一個」。這些人被提去見主，都不是在作些甚麼大事，就是田

裡（工作），或推磨（料理家服事）。日常的生活都是些重覆的瑣

事，但在這些瑣事中，你是否都鄭重，有主在其中？我們常關心

的是聚會生活是否符合神的要求，但不要忘記，平時的生活，更

是父在暗中察看的。當有一天，不知不覺間，主回來時我們就被

提了。 

    神今天問我們的不是外面的表現，祂更要察看人裡面的實

際。這屬靈的實際不單顯在聚會生活中，更顯在日常的生活上。

主在地上開始祂的三年多工作以先，天上有聲音為祂作見證：「這

是我的愛子，是我所喜悅的」。在這三年多以前，主作了些甚麼

是叫父神喜悅的？在這以前有關主的記載不多，只有路二 52 告

訴我們：「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祂的心，都一齊增

長」。這些隱藏的生活雖然記載不多，卻是父暗中察看並稱許的，

所以父能作見證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創世記神以洪水毀滅大地時，當時的人所想的盡都是惡，關

心的只是自己的吃喝玩樂（太廿四 38）。但有一個人他與別人不

同，他整個人生就是預備方舟，這是挪亞。方舟預表神的救恩（彼

前三 20-21），方舟作完畢，神的審判也就到了。主再來的日子，

屬祂的人在地上要作甚麼？也應像挪亞一樣，他們也是在造方

舟，不單向四周的人作見證，自己也活在基督的救恩中。 
 

2) 看見我們彼此相愛（啟三 7，8） 

    非拉鐵非教會是主稱讚的教會，「非拉鐵非」是彼此相愛的

意思，十九世紀時有一班信徒實在是實行了彼此相愛。這裡提到

「我知道你的行為‥‥」，行為就是工作了。他們作了些甚麼以

至得神稱許？接下去我們再看「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

道，沒有棄絶我的名」。雖然只有一點力量，但他們卻能與弟兄

們彼此提醒，並且謹守神的話，不棄絶主的名，這就得主的稱讚。 

   「彼此相愛」不要只在舌頭上，更是在行為和誠實上。彼此

相愛的實際表現是在彼此洗腳上。我們活在地上常會沾染許多沙

塵與不潔，那都是主為我們洗腳的。不但主為我們洗，祂更要門

徒與門徒之間彼此洗腳。人如何能把別人的不潔洗掉？那是要藉

著神的話。神的話沒有一句不是帶著能力的。寫作瑪拉基書時，

當時的人屬靈情況不好，但有一班敬畏神的人，他們聚在一處談

論神的事，這些人的聚集與談論就叫神側耳而聽（瑪三 16-17）。

在這疫症期間，人與人都很疏離，我們是否如世人，各家自掃門

前雪？我們屬神的兒女，更應在這艱難的日子學習彼此相愛，與

肢體們在屬靈的事上彼此提醒，互相供應。神的教會若能在這末

後的日子，簡單的實行彼此相愛，那就是得勝者。有一天神要將

神的名，神城的名並主的新名寫在他上面（啟三 12）。 
 

    我們無一人敢說自己是已預備好，恐怕我們更多的人是未有預備

的。但不要緊，只要你是在預備中，這就叫主喜悅了。所以我的題目是

〈在預備〉的人，盼我們每一個都能豐豐富富的進入神的國。 

（本文未經講者過目） □ 容錦泉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2月 7日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
們。             （太廿五 14） 

 這是給僕人們一個考驗，因為主人在的時候，僕人們可能很忠
心，但是只有主人不在的時候，才能驗證他們是否真正的忠心。這
個主人把家業交給僕人們去管理，我們今天也是一樣，主把祂的產
業交給我們，現在我們正是在服事那位眼睛看不見的主。 

 在馬太福音的記載裏，主並沒有指教僕人們怎樣去管理主人的
家業。主是願意我們去尋求祂的旨意，然後跟著去作。誰知道主的
旨意並跟著去作的，就配得賞賜。沒有明明交代僕人怎樣去作，才
是真正的考驗。 
 
 
 

2月 8日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彼後一 3） 

 雖然我們在聖經裏找不到「事實」這個詞，但是我們在神的話
裏面發現許多已經成就的事實。關乎神的應許，如果我們不求，或
者不能配合裏面的條件，神的應許就有可能不會實現。但是，就算
我們不求，神要作的事實，不會因此就不能在我們身上出現。既然
那已經是事實，就不在乎我們去求。神從來沒有要求我們必須要作
甚麼才可以得著祂要作的事實。我們只需要相信那個事實，就必得
著。神的應許可能會遲延，但神絕不會扣留祂要作的事。只要我們
接受了這些事實，就絕對不可能還要等幾年以後，神才將那要作的
事賜給我們。所以神所已經完成，又已經在基督裏給了我們的，絕
對不會推遲到將來才成就。 
 

 
 
 
 
 
 
 
2月 9日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弗六 18） 

 若要我們的禱告真正有功效，就必須好像撒網一樣。這是甚麼
意思呢？意思是我們必須多方禱告，好叫不漏掉任何一件應該代求
的事，不要錯失任何一件。沒有這樣撒開的「禱告網」，我們就不會
有好的果效。懂得禱告的人，總會在神面前完全傾心吐意，會用各
樣的禱告包圍所有代求的事項，如同張開網一樣，好叫仇敵無所施
其技。今天我們的禱告太鬆散，不夠緊密。雖然話語很多，但禱告
不夠周密，以致仇敵有隙可乘。但是如果我們的禱告像張網一樣，
仇敵就找不到破口侵襲。這樣，我們在神面前的祈求就有果效。 

 
 
 
 

2月 10日 
…天國裏誰是最大的？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
中。            （太十八 1-2） 

主常常用事實來表達祂的意思，也常常用寓言。這回祂叫一個
小孩子站在門徒們當中，就明確地把雙方之間的比較指出來。只有
瞧那小孩子一眼，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身高、體重、年歲、經驗等等，
無須再查問清楚，看一眼就知道啦。 

人在重生以後，若能保持謙卑，像小孩子一樣，這個人在天國
裏是最大的。很可惜，有太多人放棄這個境界。他們還是小孩無知，
卻偏要像成年人那樣行動。「變成小孩子的樣式」(第 3節），是進入
天國的條件，而這條件若能持續下去，就正是日後能作尊大的人的
基礎。 
 



 
 
 
 
 

2月 11日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那裏，
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       （約二十 1） 

 許多人只會看重主的工作，卻不會寶貝主的自己。抹大拉的馬
利亞與眾不同的地方，是她會寶貝基督的自己，不是光重視她所得
的救恩。有許多人身上所附的鬼給主趕出去，但是只有抹大拉的馬
利亞會尋求主自己。雖然其他的婦女也來找主，但是第一個來到墳
墓的，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她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
她就來到了，心中只想找到主，其他的事都渾忘了。一位弟兄說得
好，他說：在主耶穌斷氣以後，在馬利亞的眼中，整個世界都變成
一個大空洞。整個世界都不能吸引她的心，因為她的心已經讓唯一
的一個人奪去了。她的心完全給主佔有了。 
 
 
 
 
2月 12日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五 6） 

 有一次，一個信主的醫生問傳道人說：「屬靈生命的開端和成長
都是從飢渴慕義開始。有許多人卻不感覺飢渴或乾渴，那怎麼辦？
有甚麼方法可以使他們感覺飢渴？」傳道人回答說：「你是醫生，你
知道人裏面有生命。除非他死掉了，否則他或多或少總會想吃東西。
那你怎麼樣能提高他的食慾哪？你會開藥刺激他的食慾，叫他的飲
食恢復正常。同樣地，人裏面有一點感覺的時候，就要學會順從那
感覺。如果你能順從這一點點的感覺，那裏面的飢渴就會加強。越
順從就會越感到飢渴。同時，你裏面的感覺加深的時候，你也會多
一點順從它。你若多順從它，裏面的感覺就會多添。順從越多，裏
面的感覺越強；這樣，你馬上就知道你裏面活過來了。」 
 

 
 
 
 
 

2月 13日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已經出死入生了…（約壹三 14） 

 所有已經出死入生的人，都會彼此相愛。所有屬於同一個屬靈
身子的人，都會彼此相愛。這個愛出自生命，是自發地流出來。神
的兒女，在他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以後，有人提醒他應該愛他在主裏
的弟兄，那時他會這樣說嗎？「既然你這樣說，那明天開始，我就
去愛其他的基督徒。」哦，巴不得我們都知道，凡真正重生，有神
的生命的，都自然會愛在基督的身體內同作肢體的，不管他有沒有
得著提醒，他自有醒覺去愛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