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疫情！末世？〈末世的意義〉-----------------------------P.1-6 

2. 新教牧介紹-----------------------------------------------P.7 

3. 聯堂及各堂消息及代禱----------------------------------P.8-20 

4. 書籍介紹～聖經真密碼------------------------------------P.21 

  

 

 
 

疫情！末世？〈末世的意義〉 

何子雄先生 

引言 

直至 2020 年 9 月中時，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確診數字已突

破三千萬，而死亡人數也逼近一百萬，對於香港人來說，或許確

診個案有回落跡象，但對世界很多人來說，疫情仍是嚴峻的。我

自己常和太太為疫情祈禱，但每天看著確診數字不斷地增加時，

我深體會人真是軟弱，有很多事不能控制！而事實上，因疫情或

社會的經濟下滑，有部份人長期活在軟弱、迷茫及恐慌中，甚至

不少信徒可能會對信仰有很多反思，也可能會問：「現在是否末

世？」「究竟世界的末了有什麼事情發生？」「同現今的災難有

沒有相關？」「末世對信徒有什麼意義？」 

一. 末世的意思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

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林前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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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樣，他從創世以來，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這

末世顯現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來 9:26) 

「末世」直譯 ‘last days’，有最後的日子意思，林前 10:11

提及「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原來昔日使徒時代已是末世了，

耶穌在地上顯現及教會被建立開始已進入末世及世界最後的階

段，而事實上當時的信徒已警覺世界終結的日子快到，他們天天

等候主回來，所以我曾經問過一些肢體，若昔日使徒時代已是末

世的年代，今天我們又活在什麼時代呢？很多肢體回應我：「今

天是末世中的末世，比起當時的年代，距離世界終結的日子更

近！」所以無論有沒有疫情，我們從聖經也真知道我們現在已身

處末世的階段了！ 

二. 必發生的事 

而聖經提及當我們在末世時代中，必會發生以下事情，當我

們看到這些事的出現，就知道距離世界的完結之日子也越來越近

了！ 

1.戰爭與衝突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

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饑荒、地震。」(太 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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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圖表1是記錄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與人之間的嚴重

衝突個案數字情況（至少因衝突超過 25 人死亡才作記錄），藍

色及綠色代表國與國之間衝突個案，黃色及紅色代表國內人與人

之間的衝突，可能是因種族、宗教或社會政治事情引起的，但共

通點是有當地政府介入，而從以上圖表，很明顯的是民要攻打民

的個案不斷增多，所以近幾年，我們從新聞中，看到越來越多政

府與人民的衝突，我們在這年代，真要為在上執政的祈禱，求神

使他們體恤民情，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敵視及仇恨！ 

2.自然的災禍 

「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

                                                      
1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number-of-conflicts-and-incidences-of-one-sided-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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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蹟從天上顯現。」(路 21:11) 

近一、兩年，普遍信徒會留意瘟疫及地震的個案，幾乎每天

也有發生，但聖經不是單提地大震動及瘟疫的事，在末世時間，

多處也必有饑荒，有資料顯示，全球平均 9 個人中有 1 個是糧食

不足，2原來今天我們能有衣有食不是必然的事，世界有很多地方

的人仍處於饑餓及營養不夠的情況！ 

3.異端的迷惑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

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太 24:4-5) 

在末世的日子，人會留意災禍的發生，但我們不要忘記耶穌

提及末世的第一件事是有好些人冒主的名來，說：『我是基督』，

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主第一樣要信徒小心的事是異端的迷惑，魔

鬼知道牠的時日不多，牠會用假宗教，似是而非的道理，特別的

人物迷惑許多人，我們要儆醒，在去年，曾經有些很熱心而自稱

信徒的人來參與我們堂會的聚會，也主動約教會的肢體飲茶及查

經，後來我們發現他們原來是來自冒認主名的異端，他們想迷惑

肢體，教會即時不歡迎他們的出現，也提醒肢體要謹慎，避免接

觸他們，我們也當小心，魔鬼不一定單用異端方式，牠會用很多

思潮、眾人認為美的事攪擾我們，想我們不愛主，想我們退去，

想我們犯罪，我們要裝備自己，慎防牠的迷惑！ 

4.宗教的逼害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

                                                      
2 https://www.foodaidfoundation.org/world-hunger-statist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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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惡；」(太 24:9-10) 

耶穌在馬太福音廿四章更提及在末世中有受逼迫的事，而的

確基督徒遭受逼迫的數字不斷上升，更以驚人的速度增加。敞開

的門《全球守望名單》（WWL）對「基督徒逼迫」進行的最深

入調研的 2020 年度報告顯示，今天有超過 2.6 億基督徒因信仰而

遭受逼迫。僅僅一年就增加了 1,500 萬！ 

每天平均有 8 名基督徒因信仰而被殺害，23 名基督徒因與信

仰有關的原因而遭到強姦或性騷擾。每週平均有 182 座教堂或基

督教建築遭到襲擊，每個月平均有 309 名基督徒因信仰而被不公

正地監禁。香港很多基督徒或許長期活在安逸中，但面對將來，

我們要有受苦的預備及心志，我們與很多活在受逼迫的回教歸主

者可能也是沒分別，或許有一天，我們也會為神的國一同受苦，

我們預備好嗎？當然我們也要為每天活在逼迫環境的信徒祈禱，

求神使他們脫離凶惡，有信心忍耐面對每天的挑戰！ 

三. 對信徒意義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

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太 24:6) 

主耶穌告知我們末世必有事情的主要目的是什麼？主親自

解說：「不要驚慌！」門徒有心理預備作主門徒會經驗末期所講

的艱難內容！我們是比未信的人更有心理預備，不是代表我們不

須小心謹慎，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我們也當留心及常戴口罩，

但不要過份驚恐，令我們失去了信心，失去基督徒應有的盼望與

喜樂，甚至因恐懼令我們對事奉、對有需要的群體有卻步，人生

變得低沉而灰心！我們理當相信主是預知一切，也掌管明天，即



 
 

6 

使門徒在末世的日子被拉到公會面前受審，聖靈也會給他們口才

面對，的確主會加力給我們，面對末世種種艱難與挑戰！ 

以上的海報──保持冷靜，繼續前進（KEEP CALM AND 

CARRY ON）是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英國政府製作的

宣傳海報，原計劃應對納粹佔領英國這一情況發生後，用以鼓舞

民眾的士氣。這張海報由於發行量有限，最初並不為人所知。2000

年它被人發現並被眾多商家印刷發行以作為產品的裝飾主題。
3
今

天信徒就要像海報的內容一樣，我們的主會戴著冠冕回來，祂回

來時，在末世裡必有艱難的事發生，但我們要保持冷靜（KEEP 

CALM），主早已告知我們，我們相信祂仍與我們同在，仍是天

地的主，我們只管繼續生活，繼續追求，繼續為神國前進努力！

一同預備好自己，等候祂的回來！ 

  

                                                      
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保持冷靜，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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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嘉慧姑娘(紅磡堂) 

事奉體會 

    從國內回港事奉是一個全新的學習。記得

當年從香港回國內事奉，第一次從所住城巿坐

車到農村，早晨出發，傍晚到達探訪家庭。當

時我想，我竟然用 10 個小時才去到被訪家庭的

家中，值得嗎？這是第一次經歷文化震盪。當

然，後來慢慢適應了內地節奏慢的生活和事奉

模式。 

    這次回香港事奉，感覺又經歷了另一次文

化震盪，從一個生活節奏慢的地方重回步伐急

促的城巿，從一間行政架構簡單的教會回到一間有規模、有健全架構的

教會，從此又開始了節奏快的生活和事奉模式。如何在急促的生活和事

奉中保持內心平穩，倚靠主做好牧養事奉是我此刻要學習的功課。 

 

事奉期望 

神學畢業後，在香港事奉 6 年，當時主要負責兒童至少年事工，過

去 15 年在國內事奉，紅磡堂是我第三個事奉工場，現在主要負責家庭

事工。雖然我不是事奉新丁，在事奉上仍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謙卑

地與神同行，真誠地與同工合作，一同建立神的家，用愛去牧養肢體，

與他們同行，一同成完成神交托給教會的使命。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

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 12:24) 

期望學習委身的事奉，在事奉中看到更多生命得到福音的好處，更

多生命在真理中扎實地成長，更多生命活出彼此相愛的見證，更多生命

被主的愛激勵而委身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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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本年的「事奉人員交通會」定於 1/11(日)下午 3:00 舉行，暫定借用香

港短宣中心，若屆時未能實體聚會，將改用網上形式，並透過聯堂網

站及堂會通知各事奉人員。 

2. 本年度的「浸禮」暫定於 22/11(日)下午 3:30 假觀塘浸信會舉行，而「受

浸須知聚會」於 18/10(日)下午 3:00 假沙田堂舉行，請有關肢體留意。 

3. 本年度被接納受浸的肢體名單如下： 

紅磡堂 王顯基弟兄、黃婉曦姊妹、陳力柔姊妹 

深水埗堂 譚愛蓮姊妹(灑)、張佩玲姊妹(灑) 

寶林堂 朱素梅姊妹、劉婉玲姊妹、李蔚玲姊妹 

華明堂 何恩奇弟兄 

翠屏堂 楊振新弟兄(灑)、梁錦安弟兄(灑) 

沙田堂 林嘉怡姊妹 

屯門堂 
陳凱程弟兄(浸)、陳錦全弟兄(灑)、李月眉姊妹(灑)、 

譚志明弟兄(灑)、張百葵弟兄(灑)、李燕珍姊妹(灑) 

九龍灣堂 李婉君姊妹、黃嘉敏姊妹、黃健菁姊妹 

逸東堂 
陳佳佳弟兄、梁郁承弟兄、連宗正弟兄、古運香姊妹、 

鄧凱珊姊妹 

石硤尾堂 周嘉蔚姊妹、劉凌霄姊妹 

4. 經華明堂長執會議決通過，由本年 10 月份起，鍾志球先生成為華明

堂「堂主任」，願神繼續賜福使用鍾先生的服事，帶領眾肢體同心建

造榮耀神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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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10 月主日學：「從聖經看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2. 堂會於 11/10、25/10 主日崇拜內有網上直播擘餅時間。 

3. 堂會於 7/10(三)、21/10(三) 8:30pm 有 Zoom 祈禱會。 

4. 安得烈團契李美儀姊妹的父親於在 9 月 4 日離世，求主安慰姊妹一

家。 

5. 大衛團契關惠儀姊妹的母親於 9 月 16 日離世，求主安慰姊妹一家。 

6. 因疫情影響，今年堂會將不會出 2021 年事奉回應表，改為牧者、執

事同工、團契導師主動邀請肢體參與明年的事奉。若個別肢體對明

年某一些事奉崗位有負擔，可個別聯絡牧者及執事同工。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4/10 鄭嘉慧姑娘 楊德華 馮潔嘉 李國慶、何潤群、羅佩綾 

11/10 何子雄先生 何先生 鄧思恆 吳栢峰、郭笑珍、羅玉娟 

18/10 蔡靜儀姑娘 劉慶華 吳卓怡 鍾成彥、聶冬勻、伍麗文 

25/10 何子雄先生 何先生 余詩敏 黃浩星、歐陽佩儀、王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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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十至十二月逢第二、四週有讀經與研經主日學，由鄘健滔先生任教，

適合青少年和初信者參加。 

2. 本堂接納譚愛蓮姊妹和張佩玲姊妹的受浸申請，加入教會。求神賜

福他們跟從主的路。 

3. 星期三晚祈禱會：14/10、28/10，請預留時間參與。 

4. 中秋節期間有派月餅行動，請大家付出一點愛(探訪或電聯)，讓街

坊得到關懷。 

5. 18/10(日)早上 10 至 11 時有事奉人員交流會，藉此機會讓事奉者有

更多交流。 

6. 長者團契查經於 22/10(四)2 時正舉行。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司事/直播 

4/10 雷露珊姑娘 王志忠 黎可欣 劉希程 

11/10 趙雁婷姑娘 麥嘉俊 康慧敏 白偉煒 

18/10 戴志遠先生 盧家杰 黃秀娟 黃智榮 

25/10 黃天權博士 李逸榮 李詩蔓 白偉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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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實體月首祈禱會及實體星期三教會祈禱會仍取消，直至另行通知。

除了發放 Whatsapp 版「祈禱之訊」外，每周三晚上 9:00 我們會繼續

進行視像網上教會祈禱會。願弟兄姊妹踴躍參與，同心守望，禱告

不息。 

2. 本月 18 日為關顧主日，講員是黃鴻權先生。因應疫情，原定的教會

愛筵已取消。願當日聖經的信息引導鼓勵眾弟兄姊妹，更新我們的

眼界，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在教會生活上，人人

樂於承擔並主動關顧，讓教會這個家充滿愛，弟兄姊妹一個都不能

少！ 

3. 因應疫情，原定今年 12 月 23-29 日的台灣訪宣團(台灣屏東)延期至

明年舉辦。請各位留意，並請預留時間明年報名參與。 

4. 感恩在疫情中有肢體的父母決志信主：梁强弟兄、簡文英姊妹和鍾

坤洪弟兄，願主堅固他們信靠主的心，屬靈生命天天成長。記念跟

進栽培的工作。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4/10 周素芬姑娘 吳揚滔 朱寳瑤 羅子龍、江少珊 

11/10 蔡靜儀姑娘 葛文俊 方  娜 譚志成、鄭宛婷 

18/10 黃鴻權先生 馬振全 朱寳瑤 余漢偉、黎曉雯 

25/10 林世敏傳道 楊志聰 方  娜 蔡潔雲、冼卓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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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疫情下崇拜聚會以網上形式進行，肢體更渴求能實體敬拜，願主引領

施恩！ 

2. 感謝主週三晚祈禱會多了弟兄姊妹參與，求主感動更多肢體，到主恩

座前一同蒙恩。 

3. 願主繼續帶領捷信、詩靈適應新婚生活，二人同心追求認識主。 

4. 全港開學，記念相關工作者(老師、社工及工友)、家長及各級同學在這

期間能平穩過渡。 

5. 十月十一日有帖撒羅尼迦前書的「寶劍練習」，請弟兄姊妹備心參加。 

6. 第四季主日學「腓立比書」，由李麗玲姑娘教導，請為李姑娘的授課準

備祈禱，也求主賜我們渴慕的心，領受祂的恩言。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4/10 蔡寶絲姑娘 — — — 

11/10 雷靜儀姑娘 — — — 

18/10 張雲開先生 — — — 

25/10 葉國麟先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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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3/10(六)下午 4:00-6:00 為俄巴底亞團契 16 周年感恩會，在疫情下用

zoom 網上共證主恩，歡迎弟兄姊妹參與。 

2. 為 2021 年長執會籌備行事曆及事奉人員安排，讓這家更美、同心

合一建立禱告。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4/10 林慶榮長老 岑沛亮 周燕如 — 

11/10 鍾志球先生 吳志明 陳惠珠 — 

18/10 鄺國雄先生 譚紹德 袁宏毅 — 

25/10 陳帶娣姑娘 黃偉雄 周燕如 —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 

因為他顧念你們。 

(彼前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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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感謝神，吳庭峰傳道將於本年十二月份到翠屏堂履新，求主保守他

的適應，及靠主一同帶領翠屏堂，行在神的心意中。 

2. 翠屏堂九月及十月主日學(星期天 10:15)：但以理的信息（梁國權先

生錄影），弟兄姊妹用 ZOOM 形式進行討論。 

3. 楊文侃弟兄已於九月往英國讀書，求主保守他的適應及學習。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4/10 賴瑞娟姑娘 邱靜安 劉穎明 — 

11/10 林慶榮長老 張建明 郭伊莉 — 

18/10 邵啟良先生 邵宇清 黎曉心 — 

25/10 梁國強先生 王瑞坤 羅肇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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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近日香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開始緩和，聚會有望逐步恢復，求主施

恩，一起同心彼此激勵，預備心靈齊心守望神的家。 

2. 十月開始，沙田堂的季題：活出豐盛澤萬民。我們已有關心穆宣及

猶宣的事工，願大家在主裡繼續努力學習，不但有本地傳揚福音的

熱心，更有萬國宣教的心懷，擴張福音的視野。 

3. 第四季主日學：(經卷班)尼希米記—戴先生，(基礎班)新約概論—陳

榮耀先生、于佩芳執事，請肢體按分班安排上課，同心追求。 

4. 本堂將於 2021 年 1 月逢主日上午 10:15-12:30

開辦 Awana 營隊：小熊營 Cubbies(K1-K2)、火

花營 Sparks(K3-P2)、見習真理奇兵隊 T&T 

(P3-P6)、旅途 Trek(F1-F3)，18/10 開始接受報

名，詳情請見教會報告板。 

5. 但以理團契於 10/10(六)下午 6:30 舉行「第 30

屆感恩會」，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出席，同頌主

恩！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4/10 戴志遠先生 歐子敬 梁淑恒 梁慶錦、黃啟賢 

11/10 雷露珊姑娘 方兆偉 張文珊 陳志江、周朗晞 

18/10 林慶榮長老 王宗川 梁恩能 黃淑芳、曾寶蓮 

25/10 賴瑞娟姑娘 高作雄 鍾詠珊 梁家珍、潘美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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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10 月開始，逢週六下午 2:00 有新的高中團契 Jesus Union，歡迎弟

兄姊妹邀請年青人參與，求主使用團契。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4/10 關惠如姑娘 敬拜隊 陸詠珊、王美珠 

11/10 李詩琳姑娘 敬拜隊 李秉禧、吳炳林 

18/10 鄭瑞邦先生 敬拜隊 聶子聰、勞寶兒 

25/10 張信言先生 何志堅 李戀欣 黃秩安、麥倪偲 
 

  

耶和華本為善， 

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保障， 

並且認識那些投靠他的人。(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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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4/10-15/11(日)網上主日學「認識末世」共 7 課，講師：何子雄傳道，

主日早上 10 時錄播，透過 Google Meet 討論分享，歡迎肢體報名。 

2. 11/10 為家庭主日，講員為黃葉仲萍姑娘，願主賜福及使用信息。 

3. 關顧部原定24/10相交遊戲日改以短片進行「2020灣堂同心齊分享」，

鼓勵各團組或個人/家庭名義參與，求主感動會友踴躍參與及使用此

安排，在疫情下，同心分享，彼此鼓勵，截片日期 4/10(日)。請肢體

預留 24/10 收看。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 防疫 

4/10 葉國麟先生 鄭志康 饒皓蓉 — 

11/10 黃葉仲萍姑娘 

( 

劉曙明 潘詠恩 — 

18/10 陳家駿先生 鄧思維 潘頌詩 — 

25/10＊@ 梁秀霞姑娘 黃炳霖 饒皓蓉 — 
 
 

＊月禱會 @同步有青少年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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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高佩詩姊妹的爸爸於 9 月 4 日(五)晚離世，喪禮(守夜)定於 10 月 5

日(一)，地點：紅磡萬國殯儀館 501 室，第二天早上 11 時出殯。請

記念姊妹及家人的心情。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4/10 趙雁婷姑娘 梁鋕權 羅影儀 — 

11/10 林耀明傳道 何廣達 李淑嫻 — 

18/10 鍾志球先生 何浩華 王思婷 — 

25/10 林家偉先生 龔家毅 林嘉文 — 
 

 

 

 

 

  



 
 

19 

 

 

消息及代禱 

1. 大埔堂的實體崇拜聚會將於 4/10 開始，上午 10:30 擘餅，11:30 崇

拜及祈禱，同時會有網上直播崇拜。在限聚令下求主加添各肢體智

慧和更加主動去實踐彼此相愛、互相關心，愛中同行。 

2. 教會現仍需要肢體接受直播系統操作訓練及協助當值，有意者請聯

絡牧者或執事。 

3. 請記念執事會繼續商討教會明年的牧養方向及全年計劃。尤其在這

充滿挑戰的時刻，極需肢體的代禱，讓教會能行在上帝的旨意中。 

4. 請繼續禱告記念，大埔商業中心仍在大型維修中，求主保守過程順

利，能準時完工。 

5. 11/10 福音主日，講員：鄭以心牧師，題目：你對面前有把握嗎？

請為聚會祈禱及邀請親友參加。 

6. 10-12 月主日學「聖經中的祭祀」（林慶榮長老的錄影）將於 9/10

開始逢周五晚上九時網上舉行，內容包括觀看影片及分享，鼓勵各

肢體踴躍出席。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簡報 

4/10 黃鴻權先生 梁思昊 梁思進 趙少珠 歐展翱 

11/10 鄭以心牧師 成偉明 羅芷欣 張世邦 張  俊 

18/10 雷靜儀姑娘 何啟忠 梁英儀 鄭  瀾 莫梓侖 

25/10 許桂華姑娘 馬子堅 梁思昊 楊煥璋 歐展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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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記念10-12月份的小組事奉培訓及實習。 

2. 少年「摘星計劃」(興趣班及團契)已開始聚會，記念各服侍肢體及

參與者的適應。 

3. 楊德雄先生(佳惠姊妹的爸爸)於22/9離世。願主的安慰臨在姊妹及

每位親人的心！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司事 

4/10 葉振璋先生 羅偉文 陳麗香 李揚玲、李捷寧 

11/10 賴瑞娟姑娘 余冠華 張寶珠 陳錦兒、梁詩汶 

18/10 何子雄先生 黃健佳 陳麗香 張少玲、唐彩珠 

25/10 陳偉迦牧師 溫志文 張寶珠 顏雲雅、李燕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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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子雄先生 

書名：聖經真密碼-啟示錄新解 

作者：吳獻章 

出版：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台灣，1998 年 12 月初版，314 頁） 

簡介： 

本書的作者是台灣人，他看到在台灣的

社會及教會中，充滿邪靈的迷惑，拜金享

樂的主義、政教合一的敗壞、淫亂的罪行，

好像啟示錄所形容當時教會的情況，他語

重心長按啟示錄的章節次序，分享了五十

六篇啟示錄的釋經講道，來回應現今的社

會情況，而在講道內容中除了解釋經文的

意義及世界末期的情況外，也帶讀者反思

信徒現今的信仰光景，他也盼望讀者能重

新將目光聚焦在那位坐在天上，不變、可

信及得勝的主！ 

本書每篇的信息也不會太長，也有經文及當時時代的解釋，有今天

時代適切的回應，而且在幾篇分享後，會有信息剪影的總結及提出多條

問題的反思，讓讀者讀此書時，會更覺易讀及切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