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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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主再來（網上聚會）  

2：30 pm 
中學生團契：詩歌分享（網上聚會）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查經 3（網上聚會）  

5：00 pm 
喜 樂 團：認識聖靈（網上聚會）  

仁 愛 團：讀經交通 - 使徒行傳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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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良藥（網上福音信息）  

成 年 慕 道 班：  （暫停）  

信徒造就信仰組：重生（網上聚會）  

信徒造就生活組：認識聖靈（網上聚會）       

專    題    班：《江守道拾珍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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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三十四卷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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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日） 1/3（一） 2/3（二） 3//3（三） 4/3（四） 5/3（五） 6/3（六） 
利 26-27 民 1-2 民 3-4 民 5-6 民 7 民 8-9 民 10-11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葵芳家網上的春令會禱告，求主讓我們寶貴在主裏一同追求主

的機會，分別時間一同追求；也請記念當中各項的服事。 

二、 為著網上的新春佈道會感恩，求主繼續使用當天所釋放的福音信

息，盼更多福音朋友可在網上收看，並蒙主拯救，也請記念往後跟

進的工作。 

三、 請繼續為著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包括聖經課、生命成

長小組，求主帶領各樣的服事使同學們更多認識主，早日蒙主拯救。 

四、 黎悅康弟兄的母親黎劉桂容女士，2月 19日（週五）因病離世，求
主安慰弟兄的家人。 

五、 陳梁美儀姊妹的母親梁羅綺雲姊妹，上週二（2月 23日）被主接去，
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姊妹的家人。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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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定於今年四月四日（主日）至四月五日（週一，公眾假期），有
網上「葵芳家春令會」（將使用 ZOOM視訊會議進行）。是次主題為

「得贖的日子近了」由容錦泉弟兄負責傳講信息。另外，這次聚會

將設有分組交通。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盡量安排時間參加，詳

情請參閱這次春令會的報名表，截止報名日期為三月廿一日（主日）。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等那完全的來到    

經文：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8-13節 
 

哥林多教會的難處 
我們讀哥林多前書就知道，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姊妹高舉人的智

慧、追求恩賜、能力，因此他們分門結黨、彼此相爭，導致生活敗壞、

聚會混亂，因為他們所追求的只是今生眼前所見的。他們因為面對許

多不同的難處，所以寫信問使徒保羅許多問題。 

 

使徒保羅的解答 
• 消極方面（林前一至十一章）： 

保羅解答哥林多教會的問題，告訴他們只有釘十字架的基督是

唯一的答案（參 林前二 2）。 

• 積極方面（林前十二至十四章）： 

要追求愛、切慕屬靈的、並作先知講道（參 林前十四 1） 

十二章講屬靈的，這不是外面的能力、地位，而是靈裏面的實際。 

十三章講愛，只有屬神的愛，才是真正的建造教會。 

十四章解釋先知講道，是傳講神的話，為要造就別人。 

積極的作這三件事，才能有正常的教會生活。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被忽略的一段（8-12節）：因愛而生的認識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被稱作 「愛之章」，大家都只注意 1-8 節講解

「愛是⋯⋯愛是永不止息」，然後直接跳到 13節「⋯⋯其中最大的是愛」。

其實 8-12節這段話是使徒保羅因為愛而生的極重要的認識。 

 

愛是永不止息（林前十三 8） 
• 愛是從不喪失或廢掉（原文意思），即是愛是無限的。 

• 先知講道的能力會廢除、說方言會停止、知識會廢除；即是這
一切都是有限的。 

 

 

 

 

 

今生是有限的（林前十三 9） 
經文指有限的亦可翻譯為局部，即非全部。所以經文提及現在所

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皆為局部，並非全部。 

 

那完全的是無限的（林前十三 10） 
那有限的，即被定為是局部的，必歸無有，即必廢除。經文中「完

全的」可翻譯為完整的或成熟的來到，意思是要等完整的或成熟來

到。所以這裡說「完全的」，指着主的再來及信徒生命的成熟。 

 

使徒保羅用兩個例子說明，就是小孩的成長和照鏡。 

孩子成了人（林前十三 11） 
當成了人就丟棄孩子的事，即是丟棄孩子的話語、心思（即所注

意的）、意念（即對事物的衡量和判斷）。 

因此要在生活中追求成熟以達至成人，其條件就是要跟主走十字

架的道路。 

 

從照鏡到面對面的全知道（林前十三 12） 
因保羅的時期的科技不及現在，因此看向鏡中的自己是不能完全

看清，是模糊不清的。 

當主再來時，與主面對面，對自己才有全知道的認識，像主認識

我們，明白自己是軟弱的，一切都是出於神的恩典。 

 

常存的信、望、愛（林前十三 13） 
如今常存的信心、盼望、愛心，最大的是愛。 

信心與盼望可能還有不完全的，只有愛，因為是神的愛，所以是我們

在今生能摸到的完全（參 約壹四 18）。 

教會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是要在愛裏彼此建立，才得以完整、成熟。 

 

□ 馮貴滿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2月 28日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西三 4） 

 基督是得勝！基督是忍耐！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忍耐、溫柔，
或愛心；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基督。基督必須在凡事上居首位。祂
透過我們，活出忍耐、溫柔、和愛心。我們本來甚麼都不配，只配
滅亡。當神創造亞當的時候，祂給他一個命令去遵守。可是神沒有
照這個方式來再造我們。祂卻把我們放在死的地位上，然後祂自己
在我們裏面活出祂的心意。我們不該只看見有一位代替我們死在各
各他山上的救主，更要緊的，是要知道這位救主現在活在我們裏面，
也為我們活。 
 
 
 
 
 
3月 1日 
父愛子，已將萬有交在祂手裏。（約三 35） 

 在永遠的過去，神已經定意要建造一個居所，是由神格中的第
二位─祂的兒子─去管治，神已經將萬有交給祂兒子作產業。萬有
都是屬於祂兒子，藉著祂兒子，也歸於祂兒子。父神作計劃，子承
受父所計劃的一切，而聖靈是成全父所有的計劃。父是設計的，子
是承受的，聖靈是執行的。父對子的愛早在過去的永遠就開始，祂
是父所愛的，甚至在永世裏父仍舊愛祂。當祂的兒子來到地上的時
候，祂仍然宣告說：「這是我的愛子」（太三 17）。父愛子，已將萬有
交在祂手裏。 
 
 
 

 
 
 
 
 
 

3月 2日 
請耶穌的法利賽人看見這事，心裏說，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
的是誰，是個怎樣的女人，乃是個罪人。（路七 39） 

 這個犯罪的婦人，一直遭人嘲諷和鄙視，叫她落在自羞自慚中。
可是耶穌─那麼聖潔，又是那麼可親─卻讓她站在祂背後，挨著祂
的腳哭。她哭，是為了傾吐因犯罪而受的痛苦；她哭，是要宣洩她
心中所隱藏的事；她哭，是訴求沒有人拯救她；她哭，是表示盼望
一位救主。但是她的哭，並沒有得著西門的同情，反而促使他在暗
地裏的批判。那為罪憂傷所流的淚，是那自義的西門所永遠不能領
會的。但是這位耶穌卻完全明白！祂先糾正西門的心思，然後為這
哭泣的婦人作見證，說：「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從那個時候到如
今，這樣的赦免成了許多罪人的福音。 
 
 
 

3月 3日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太九 38） 

 這個是最重要的屬靈原則之一：主在心裏起意要作任何一件
事，就先吩咐門徒禱告。他們必須先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然
後主就打發工人出去。禱告發出功效的次序是這樣：（一）神先發動，
（二）人接著禱告，（三）神應允禱告，叫祂的旨意成就。所以曾經
有人說：禱告是為神的旨意鋪路。 

 耶穌吩咐門徒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過了不久，那些給打
發出去的，就是這些門徒。當我們為著某一件事情禱告的時候，祂
是在裝備我們，叫我們願意作成那件事。 

 

 



 

 

 

 

3月 4日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太三 1） 

 約翰作工的重點，與主的工作不同。約翰強調悔改，因為他是
為主預備道路。因此對世人來說，他所站的地位，有異於主所站的。 

 約翰以曠野為家，主卻住在城裏。約翰來叫人哀哭，主來卻是
叫人歡樂跳舞。約翰使人哀哭，好像他正披上麻布；主卻使人跳舞，
好像祂正在奏樂。完整的救恩是叫人先哀哭，然後歡然跳舞。換句
話說，是悔改加上相信。 

 

 

 

 

 

3月 5日 
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 

（林前十二 21） 

 主把祂的工作分配給眾人，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一份，我們不要
看自己比別人強，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我們應當忠於主所分給我
們的那一份，也當尊重祂所分給別人的。許多青年人總愛競爭，常
把他自己所有的，跟別人所沒有的相比；又把自己所缺的，與別人
的所長的相比。事實上，這樣的比評是荒謬的。我們怎能把椅子加
上桌子？這樣是成了一件物件呢？還是成為兩件呢？桌子加上椅
子，仍舊是桌子和椅子。如果有人問：手和眼睛，哪一樣比較好？
我們只能回答說：兩樣都好。人若看見基督的身體，他就明瞭各個
肢體都有功用。他認識自己不過是許多肢體中的一個。他不會把自
己捧高出眾，要把別人比下去，又或者甚至霸佔別人的地位。 

 

 

 

 

 

 
3月 6日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
作罪的奴僕。（羅六 6） 

 這裏所提到的罪，是指那管轄人的罪性。舊人是指那喜歡順從
罪的己。罪身是指我們這身子，是罪的傀儡，常常犯罪。就是這樣，
罪在我們裏面作王，指揮舊人，叫身子犯罪。舊人代表一切從亞當
來的，天性傾向罪，就是舊人指示身子去犯罪。要使我們不犯罪，
有人提議必須從裏面拔除罪根；又有人認為要厲害的轄制這外面的
身子。但是，神的方法和人的想法完全迥異。祂不拔除罪根，也不
苦待身子；祂是對付這舊人。「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