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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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佈道會（網上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新春佈道會（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新春佈道會（網上聚會）  

仁 愛 團：新春佈道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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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真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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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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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四日  第三十四卷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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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２（日） 15/2（一） 16/2（二） 17//2（三） 18/2（四） 19/2（五） 20/2（六） 
出 38-39 出 40-利 1 利 2-3 利 4-5 利 6-7 利 8-9 利 10-11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本週六的網上福音聚會禱告，求主預備福音朋
友的心，來聽主的福音；並記念各項的服事（包

括講道、詩歌、影音控制、跟進工作等），求主

捆綁撒但的工作，讓更多人聽福音蒙主拯救。  

二、  請繼續為著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現
已開始了在新學期的網上聖經課，稍後也將會有

實體課堂，求主帶領各樣的服事使同學們更多認

識主，早日蒙主拯救。  

三、  記念身體有軟弱、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求主
施恩看顧他們。  

聚會報告 

一、  本週六（二月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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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二月二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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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 

合班 -受浸的意義  

（網上聚會）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魂的救恩（一）─ 神的救恩 詩歌：172首 

經文：彼前 1：1-9 
 

得贖的日子近了 

「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這

樣，你們看見這些事漸漸的成就，也該曉得神的國近了。…因為那日

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

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 21：26-36）

得贖的日子近了，表示主回來了；但主回來時，我們真的可以坦然無

懼的站立在人子面前嗎？這個就要看我們是否已經被模成神兒子的

模樣了！ 
 

神的救恩 

神為我們預備的救恩是全備的救恩。神的救恩在人身上可以說有三個

部分，靈的救恩在我們信主得救的時候已經接受了，魂的救恩是我們

現在經歷的，身體的救恩是主再來時我們接受的。在這三個救恩的步

驟裡，靈的救恩和體的救恩是一瞬間解決的。這些都是恩典，我們一

點也沒有做過甚麼動作。但當中魂的拯救這一段，時間就非常長了，

是花了你得救後的一生，內容不單叫我們勝過難處，勝過難處只是這

過程的經歷，卻不是目的。目的乃是叫我們因信主耶穌得著神賜的豐

富和榮耀。「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模成）祂兒

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

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

8：29-30） 

 

魂的救恩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

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

的救恩。（原文無靈字）」（彼前 1：8-9）彼得前書是講到「魂的救

恩」的一卷書。主若願意，今年我們藉著彼得前書一同學習認識「魂

的救恩」。 

 

當時教會的處境（彼前1：1-2） 

教會受逼迫的年日 

彼得是寫信給很多不同地方人，聖靈用一個詞「分散」，那就顯出原

來他們不是分散的，由於有一些事情叫他們分散了，分散在一個很大

的地區裡面。因為這時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殘害已經在進行中，那些

日子，多少神的兒女受踐踏，受到殘害。四章十二節說到「有火煉的

試驗臨到你們」，就是說是一種非常不容易忍受的試驗。教會要面對

羅馬政權的壓迫，許多弟兄姊妹們已為主的見證交出了他們的性命。

雖然如此，彼得好像說，但是你們心裡有一個看見，你們是寄居的，

也就是說這個世界並不是你們的家，你們只是路過這裡，你們的家不

在這裡。 

寄居的人的經歷 

這裡指到我們是「寄居的」乃是指到我們是天國的國民。你們是「照

父神的先見蒙揀選的。」在我們來看，有些事情是很偶然的。聖靈藉

著彼得在這裡說話，向我們很明確的指出，事情是有安排的，你沒有

看見神，但神看見你，神為你安排各種各樣的環境，叫你遇到祂，然

後又藉著聖靈的工作，叫我們給分別出來成聖。這完全是神的工作，

我們的心向主敞開，聖靈開始在我們心裡作工。聖靈一面住在我們裡

面，一面是把我們從各樣神不喜悅的人或事物裡分別出來，為要叫我

們像神，有神的性情和性質。接下去就是叫我們順服耶穌基督。人若

是順服主，主就在我們身上顯出祂所作成的，就用祂的血灑在我們身

上，叫我們成為潔淨。聖靈把人帶回救恩的實際當中。然後，我們就

知道用甚麼樣的心情或態度去接受我們在地上遇到的各樣的環境，好

事或壞事，喜樂的事或不能喜樂的事。如果我們沒有看見神在我們的

身上這樣的帶領，喜樂的事情來了，就會忘記你是誰；不能喜樂的事



來了，就叫你感覺「我為甚麼生在這個地上」。但是感謝神，我們的

主在救恩裡不僅是救我們脫離那永遠的死，也救我們脫離那在地上所

遭遇的許多的困擾。如果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彼得前書，那就是

第九節，「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也就是說，

我們怎樣去用信心進入得勝，任何人事物的變遷都不能摸著我們的

心，因為我們一切的指望都是在乎主的自己。 

 

神所預備的救恩（彼前1：3-5） 

彼得在聖靈引領之下說出三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是重生了我們。重

生不單指出我們得救了，重生更說出了我們接受了神兒子的生命，既

接受了神兒子的生命，我們也就成了神的兒子。這是非常重要的事，

來到神的前面，我們乃是神的兒子。我們說神有一位懷裡的獨生子，

但神卻有許許多多稱為眾子的兒女們，這些稱為眾子的乃是我們今天

在基督裡的人。第二件事就是「有活的指望」，這個盼望是「活」的，

不是死的，不會過去的。感謝神，祂在基督裡給我們的盼望是活的，

而且是一直存留到永遠。活的盼望乃是根據一位活的主，我們的父神

藉著祂兒子的死而復活把我們帶進活的盼望裡，這個活的指望的內容

乃是神兒子的所是，也就是說神的兒子是怎樣，我們的盼望也是怎

樣；祂是如何存到永遠，我們的指望也是如何的存到永遠；祂是如何

的榮耀，我們的指望也是如何的榮耀；祂是如何的豐盛，我們的指望

也是如何的豐盛。還有可以得到「不可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產業。」神的大憐憫藉著我們的主從死裡復活，

已經為我們存留了非常榮耀的產業。這產業是不會朽壞的，因這產業

乃是主自己，祂已從死裡復活，死的權勢不能拘禁祂，所以祂是不能

朽壞的，不能玷污的，祂是聖潔沒有瑕疵的，正因著祂是這樣的才能

作成如此大的救贖。我們看到三個救恩具體的內容。然後聖靈繼續說

話，祂說「你們這些因信而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末世所顯現

的救恩。」我們怎樣可以享用這救恩呢？「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就是信主的人能有資格得著神的保守。就是說，如你能用信心來跟隨

這一位神，你一定能接受這一個完備的救恩，我們一定會得到活的盼

望和天上的基業。 

信心的果效－魂的救恩（彼前1：6-9） 

建立準確的信心 

聖靈說「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我們承認，一個大難處臨

到時，我們會搖動，會叫我們裡面傷心。感謝主，這個動搖，傷心很

快就過去了。為甚麼呢？因為救恩的事實成為我們很有把握的憑藉，

所以沒有甚麼能令我們失去那屬天的喜樂。聖靈再指出，叫我們信心

經過試煉，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得寶貴。」在人的

眼中，金子是寶貴的。神向祂的兒女指出，一個單純的信心的價值比

黃金還要寶貴。黃金經過烈火會熔掉，但信心經過熬煉不會熔掉，反

倒顯出信心的果效。這信心的果效到今天還維持著我們走過那百般試

煉的路途，到那天，也叫我們得著耶穌基督所得的榮耀。 

愛慕見主面 

感謝主，因著在信心裡跟隨主，我們就越過一切眼見的事，把一切心

思釘牢在主的身上。所以對於這位主，我們有說不出來的感情。我們

肉眼沒有看過主，但信心的眼睛卻是不住的接觸我們的主，我們接觸

我們的主時，我們裡面很自然的生發出對主的愛慕。我們有一個很明

確的吸引，巴不得有一天我們能看見祂。感謝主，這樣的吸引一直保

守我們沒有偏離主的道路，不管道路是如何的難以承擔，我們的眼睛

還是看著主，腳步跟隨主。現在我們都在魂的拯救這階段裡，在這階

段我們都會面對各種各樣難處與試探。聖靈用彼得說出了救恩的實

際，讓我們面對各種阻擋而不能前進時，主用救恩的光來照明我們，

叫我們重新得力，叫我們能超越面前一切的難處，繼續往前走。這是

「魂的救恩」，是我們天天在經歷的，經歷這魂的拯救，我們對救恩

必須有非常準確，有把握的認定。求主藉著這段話給我們有明確又穩

固的屬靈根基，這根基乃是基督所作和所是，表明在這救恩的事實

裡。求主因著這些話，向我們更明確說明。特別在這個時代，人的心

都不大願意揀選主的時候，我們仍然持定主作為我們追求的方向，叫

我們「必能得到末世所顯現的救恩」。 

 

□ 陳福生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2月 14日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督的
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啟十二 10上） 

 依照希臘原文，權柄是絕對的，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和權利去行
動，是表示那股不可思議的力量，能叫萬物都降服。今天人只強調
能力，卻忽略了權柄。人犯了罪，是因為他要顛覆神的權柄。天使
要推翻神的權柄，就淪為撒但。撒但不單只不服神的權柄，還煽動
人去敵擋神。但是，當基督再來的時候，祂會用祂的權能粉碎撒但。
那從祂口中出來的寶劍，就是祂權柄的能力。今天的基督徒應該學
習去順服在神的權柄下。 
 
 
 
 

 

2月 15日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林前一 27上） 

 人都尋求智慧和能力，神卻揀選愚拙的，和軟弱的。哥林多前
書說到基督的智慧和能力，它也宣告神是揀選那愚拙的，和軟弱的。
希臘人是求智慧；猶太人求神蹟，那就是求能力。但是神撇棄人的
智慧和能力，因為有出於人的智慧，就有屬肉體的能力。人的智慧
和能力，只能在人的事情上管用。如果應用在神的工作上，就一定
會敗壞祂所作的工。  

神只能用聖靈的大能去成就祂的工，而這大能是藉著那愚拙
的，和軟弱的，顯明出來。 
 

 
 
 
 

 
 

2月 16日 
他（摩西）將到四十歲，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徒七 23） 

 在聖經裏，有一個寶貴的事實，就是神特別珍惜每一顆向往祂
的心意。摩西的故事巧妙地說出了一個人怎樣起了心意，為神的原
故，要拯救以色列人。雖然一直到八十歲的時候，神才用他，但摩
西的心意是在四十歲的時候就開始，不是等到他八十歲的時候才
有。過了漫長的四十年，神仍然沒有忘記這個人所起的心意。 

撒母耳也是這樣。他母親哈拿禱告神，說：「祢若垂顧婢女的苦
情…賜我一個兒子，我必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參撒上一 11）。
正因為撒母耳的母親向神有這樣的心意，撒母耳後來就蒙召，也給
神使用，成就了神在那個世代的計劃。每當神找到一顆向著祂的心
意，祂必會珍惜它。 

 

 

2月 17日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祂的腳下。             

（林前十五 25） 

 今天，我們的主耶穌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祂要等待，直到
把所有的抵擋都除去。祂已經把自己的血帶進至聖之處，也潔淨了
天上，並且一直作了神的祭司。祂回來的時候，就要把所有都恢復
到祂起初的設計那樣，然後祂就成為神設立的君王，與得勝的眾聖
徒從天上一同管治這世界，並將神的旨意，和敬拜祂的途徑，教導
地上的居民。到了那個時候，千年國度的光景，就如同罪未進入世
界以前一樣。基督把所有都恢復到起初的樣式以後，就成全了神永
遠的旨意。 
 



 
 
 
 

2月 18日 
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就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
福，擘開餅，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太十四 19） 

 如果餅不是放在主的手裏，祂不能把它擘開。祝福以後，餅就
擘開。人只愛祝福，卻厭惡擘開。但是，如果餅不擘開，怎樣能給
五千人吃飽？又如果餅不先交到主的手裏，祂又怎能把它擘開？對
我們的奉獻，主乃是認真的，因此祂就開始破碎我們。我們奉獻給
神以後，常有不尋常的事發生，有些人可能失去所親愛的，有的人
或者在財物受虧損了。這些都表明了，祂認為有需要而給我們的破
碎。被破碎的經歷，總是在我們先奉獻自己後才會發生。 
 
 
 
 

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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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後一 11） 

 在歐洲，緊隨著大戰結束，在倫敦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戰事已
經結束，軍兵凱旋歸來。當他們列隊行進的時候，鼓掌和喝采的歡
聲，不絕於耳。突然間，掌聲和歡呼爆發得震耳欲聾，圍觀的市民
感動流淚，長官們起立致敬，英皇也把皇冠拿下來。為甚麼呢？原
來緊接在行伍後面的，是躺在擔架上的傷兵，有失去雙腿的，也有
重傷不能走路的！ 

 凡在地上為主的原故曾經受過苦，或為此有所捨棄的，到了那
一日，他們也會像這些在凱旋行伍中的傷兵那樣，接受歡呼讚揚；
掌聲更烈，頌揚更高，榮耀也更大。 
 
 
 
 

 
 
 
 

2月 20日 
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文作心被捆綁），不知道在那
裏要遇見甚麼事。（徒二十 22） 

 人的肉身有感覺，人的靈也有感覺。這個靈的感覺，我們叫它
作「直覺」，因為是從靈直接來的。比方說，我們在想到一件事。這
件事看來很合情理，自己也喜歡，於是我們決定去作。可是，我們
裏面有一個沉重受壓，說不出來的感覺，似乎反對我們的心思所想
的，感情上所愛好的，和決志要作的事，似乎在提醒我們不該去作。
這個叫作直覺上的制止。 

 再提一個相反的例子，某件事可能不合情理，不投所好，也不
符意願。但不知何故，在我們裏面有一股催迫、催促，或鼓勵，要
我們去作。我們作了，裏面就覺得舒暢。這個叫作直覺上的催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