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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
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耶1:7-8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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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樂 Prelude.......................................Kyrie (Antonio de Cabezon) .................................嚴仙霞姊妹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13首 榮耀是主聖名................................ 會      眾

開會祈禱 Invocation....................................................................................................................主      席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神以聖言教導陶造 ........................... 會      眾

 求主教導我  世頌432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主，求祢教導我，寶貴聖潔真理；教我能明白祢話語，作我幫助引領。

     主，賜我祢智慧，光照崎嶇前路，使我得知祢愛無限，求主祢教導我，求主祢教導我。

2. 主，求祢訓練我，知識才能長進；容我每天與祢同行，直到完美之境。

    盡心盡意服侍，使我不至羞愧，或在家裡或在遠方，努力宣揚主名，努力宣揚主名。

3. 主，求祢使用我，散發無限光芒；無論貧富，不分貴賤，各族、各國、各方。

    願祢聖火焚燒，烈焰永不止息，千萬靈魂脫離黑暗，俯伏來敬拜祢，俯伏來敬拜祢。(間奏)

陶造我生命 (版權屬音樂2000有限公司所有)

神，願祢來陶造我，使我在靈裡果子更多，奇妙聖靈請將心窩潔淨，剔出污穢願能成聖。

恩主我求能像祢，心內柔和與謙卑，憑熱愛熱誠感染萬千生命，彰顯美善靈性。

                                                                                      (全首唱兩次) (間奏)                                                                                               

神的恩言  世頌263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神的恩言超越年代：是人生命好訊息；是希望泉，永遠存在，勞苦憂驚得護庇。

    聖經示主恩慈不易，任何所在皆蒙恩。不敗導師，永恆能力，白白施予給萬民。

2. 人類旅程，遊蕩經歷曾從黑夜陰影叢，積聚預言、智慧、真理，導向燦爛明光中。

    我主基督一切言行，正是指明生命路。聖經吸引，不斷感動，從今爭戰盡消除。  

3. 願從萬國、萬民口中，真道帶福施療治，正如學者研索用功，越久越得深啟示。

    求主賜福愚直、穎聰，認識真理永恆光。直到全地接受見證，神的智慧滿萬方。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詩86:1-9...................................................主      席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主      席

獻      樂   Music Offering................................................ Be Still ................................................ 同工小組

    曲：Mary McDonald  詞：Herb Frombach (Based on Psalm 46:10) © 2020 by Beckenhorst Press, Inc.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with you.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will comfort you when you come to Me in your hour of need.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here for you; and I will wipe your tears; you will be renewed.

  Come unto Me, My child,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will give you rest.  

  I am present in your pain and I always will remain your Comforter and Friend.

  My peace I leave with you.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與你同在。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你在危困時求告我，我便安慰你。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錄播)                                             敬老主日 

  

主席：梁素梅傳道     領詩：方兆雄牧師
伴奏：吳凱瑜姊妹     司琴：嚴仙霞姊妹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在此保護你，我要抹乾你的眼淚，你要重新得力。

  來就近我，孩子，你們要休息， 要知道我賜你們安息。

  在你痛苦中，我與你親近，是你永遠的安慰者和朋友。

  我留下平安給你，我賜給你我的平安。

讚 美 詩   Doxology ...............................................................................................................會      眾

祈禱時間   Pastoral Prayer .............................................................................................................會      眾

講      道   Sermon ........................講題：迦勒──專心跟從耶和華 (書14：6-12)........................梁明財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 世頌418首 靠主剛強..................................... 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主      席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278首 求主察看.......................................... 會      眾

祝      福   Benediction................................................................................................................ 梁明財牧師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世頌567首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會      眾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與天父豐盛的大愛，和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同在。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與天父豐盛的大愛，和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同在。

   到永遠，到永遠，直到永遠，阿們。

殿      樂   Postlude.......................................Hosanna to the King (Ellson) .................................會      眾

                            

                                                      

                                                            ** 會眾靜坐　默禱散會 **

 當值同工 投影員 即時傳譯 國　語 英　語     手  語
周六晚堂 柯秀鳳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1. 預備心，以心靈和誠實敬拜主。
2. 赴崇拜聚會，應有合宜之裝束。
3. 不遲到，準時入座，崇拜完畢始行離去。

崇拜守則

4. 崇拜時，請把響鬧裝置關掉或調校至震動模式。
5. 勿把隨身物件放座位上，以騰空位置予他人。
6. 崇拜期間請勿拍照或攝錄及上載轉傳。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暫  停

   
 
     培中崇拜司職一覽

           暫   停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Fear God and let the anxieties melt
                  away
             Presider: Ms. Christina Peistrup
          Hymn Leader:  Mr. Stephen Ho

  10:00
(fb LIVE)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饒偉利傳道    講題：試煉中的兩種生命
主席：林少琼牧師    領詩：黃念郇弟兄

 11:45
 (錄播)  



樂享聖筵每季短片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主

日

上

午

 8:30   清早堂崇拜
 9:45   各級成長班
10:00   早堂崇拜
          培中崇拜
          English Worship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1:30   培中少年崇拜
11:45   午堂崇拜
          普通話崇拜
          各級成長班
   培中成長班
          English Adult Bible Study

周

二

上午  10:00   姊妹手鈴練習
下午   2:00   加略山成長班

周

三

上午   9:00   早上查經祈禱會
上午  10:15   基利心山成長班
上午  10:30   非比女傳道會               
下午   7:30   查經祈禱會
上午   9:3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下午   8:0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上午   9:0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下午   7:3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周

五

下午   7:30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Formation in Christ-Likeness

主

日

下

午

 1:30   手鈴組練習

 2:00   普通話團契(青年、成年)

 2:15   午堂詩班練習

 2:30   印尼姐姐活動

 6:00   晚堂崇拜

周

六

上午 10:30   印尼姐姐活動
下午  2:00   少年詩班，清早堂、培中詩班，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2:30   兒童詩班練習(初級、幼稚、啟蒙、幼兒)                
下午  2:30   基督少年軍 (40分隊)
下午  3:30   各級成長班
下午  3:45   周六、早堂詩班練習
下午  4:30   少年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6:00   晚堂崇拜、木管樂組練習、 
                 少年崇拜、手鈴組練習
下午  7:30   弦樂組(每月1,3周)、少年弦樂組(每月2,4周)練習
                 路得成長班(每月1,2,3周)
下午  7:45   各級成長班 

其

他

每月第一周周一

下午 7:00  呂底亞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00  多加女傳道會 

每月第二、四周周五

下午 2:00  哈拿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五

下午 2:00  以斯帖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二、三周周四

上午 10:00  馬利亞女傳道會

每月主餐後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30  男士事工

每月第三、五周主日 

下午 2:30  晴心組(癌關團契)

上

周

聚

會

統

計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主日晚堂                 

本會少崇(六)           

培中崇拜   

培中少崇

普通話崇拜

兒童崇拜

English Worship   27

    每 日 讀 經 樂 享 聖 筵

 (日)  耶利米書     十九章

 (一)  耶利米書     二十章

 (二)  耶利米書     二十一章

 (三)  耶利米書     二十二章

 (四)  耶利米書     二十三章 

 (五)  耶利米書     二十四章

 (六)  耶利米書     二十五章

禱文

求主叫我們在這個黑暗腐敗的世代，不要少看自己、被眼前的現

實嚇怕，因著上主的呼召和引領，成為時代的先知，一生緊隨祂

的帶領(耶1:7-8)，看清這世界的本相，勇於指出何謂善與惡、

宣講上主對世人的審判和拯救，用生命活出、

見證祂話語的真實與美好，引領世人認識祢，

並願意悔改歸向祢，得著最保貴的救恩。

周六成長班 

主日成長班

訓練事工 

女傳道會 

普通話青年團契

晴心組(癌關團契)

基督少年軍(97)

基督少年軍(40)

男士事工

English S.S. & S.G.

停

停

停

112

停

停

停

停

停

34

崇拜總人數  1163

293

277

236

282

16

停

停

停

32

停



九龍城浸信會七月份會友月會議程

日期︰二零二零年七月廿五日(禮拜六)晚上七時三十分                  地    點︰大禮堂
主席︰張啟文執事                書記︰黃嘉馨姊妹                      領   禱︰主   席

甲、報告事項
一、七月份會友月會原定於7月29日(三)舉行，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會議提前至

  7月25日(六)舉行。

二、特聘傳道柯秀鳳傳道合約期滿，將事奉至今年7月31日。

三、文員鍾詠恩姊妹合約期滿，將事奉至今年7月31日。

四、建堂事務聯絡主任(義務兼任)黃肇玲姊妹請辭，將事奉至今年8月31日後離職。

五、婦女部部員李嘉慧姊妹請辭，其部員空缺由該部候補許偉恩姊妹補上。

乙、討論事項
一、以下六位弟兄姊妹因病已於下述日期接受本教會牧師施行水禮，應否通過給予其會 

  籍案。

    建議︰通過接納如下──

接受水禮者 日期 負責牧師

1. 汪國強弟兄 5月26日 梁明財牧師

2. 梁添容弟兄 6月16日 吳彩虹牧師

3. 李雪珍姊妹 6月27日 梁榮森牧師

4. 梁建業弟兄 7月4日 馬穎儀牧師

5. 鄭愛儂姊妹 7月4日 馬穎儀牧師

6. 衛金財弟兄 7月5日 曾智聰牧師

 

二、社關部提2020-2021年度本教會屬校校監、校董名單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2020-2021年度本教會屬校校監、校董名單如下──

             屬校名稱 校監 校董

九龍城浸信會幼稚園 潘慶輝 何燕萍、陳國偉、譚永昌、吳晃榮、鍾耀斌、

陳秉量

九龍城浸信會慈愛幼稚園 葉耀昌 孔雪兒、徐君韻、黎耀民、王秀慧、彭小玲、 

陸錦輝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幼稚園 黎達強 黎耀民、邱潔瑩、張文富、張達賢、譚煥玲、

黃華駿

九龍城浸信會嘉福幼稚園 何燕萍 孔雪兒、譚永雄、陳耀光、彭小玲、林美儀、 

吳晃榮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何建宗 王寧添、何鏡明、陸澤湝、潘慶輝、鄭啟和、

鄭崇恩

替代校董一名：譚永雄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葉賜添 黎達強、何鏡明、邱潔瑩、張達賢、梁永偕、

譚永昌

替代校董一名：林美儀

 



三、播道神學院來函擬於10月19日(一)晚上7時至10時加借地庫小禮堂(B01室)舉行畢業 

  典禮暨院慶，應如何決定案。

     建議︰通過，費用按章辦理。

四、執事會提追加本年度預算港幣638,000元作抗疫設備及費用，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五、人事委員會提聘請盧雪心姊妹為本教會傳道，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0年8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六、人事委員會提聘請潘佩施姊妹為本教會半職傳道，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0年9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七、下月月會主席應推何人擔任案。

 



查經祈禱會(周三)
早上9時 (網上直播)，晚上7時半(網上錄播) 
負責同工：劉銳鋒傳道
查考經文：路4:16-30

訃聞
◆ 吳日晶姊妹、何淑麗姊妹安息主懷，求主安

慰其家人。   

2 0 2 0 年 7 月 1 9 日

禱告園地
禱告園地是本教會在逢周三查經祈
禱會所列出的各項代禱需要，讓我
們以禱告記念教會聖工及眾聖徒需
要。請掃描QR code獲取有關資訊。

差會代禱事項
普通話事工
1. 為招募新一期的義工禱告，需要招募【廣東

話班助教】、【親善家庭計劃接待家庭】、
【亦師亦友計劃導師】等大量義工，盼望有
更多弟兄姊妹積極回應，參與普通話事工的
服事，在疫境中繼續傳揚主的愛。

2. 青年團契的弟兄姊妹有不少已穩定地在港工
作及組織家庭，最近有4個新婚家庭即將迎
來神所賜的產業，願主保守4位正在懷孕的
姊妹在疫情中能有健康及平安生產。此外還
有兩對弟兄姊妹將要在8月舉行婚禮，願主
保守婚禮能如期順利舉行。

為這世代守望祈禱
◆「萬國的王啊，誰不敬畏你？敬畏祢本是合

宜的；因為在列國的智慧人中，雖有政權
的尊榮，也不能比祢。惟耶和華是真神，是
活神，是永遠的王。」(耶10:7、10)無論是
怎樣的環境，或是安定，或是紛亂，我們都
要常存敬畏神的心，尊基督為主；祂是我的
王，信靠祂掌管萬有，也掌管我的人生。

◆ 在疫情多變之下，更體會這是一場漫長的「
抗疫戰」，求主幫助各地民眾保持警醒的
心，繼續做好個人衛生和保持健康的身心
靈，同心抗疫。

◆ 為前線醫療人員禱告，祈求他們在高危的環
境中不被感染。也求主幫助科研專家們，早
日研發到有效的疫苗。

後疫期心理輔導講座系列
逆喺危機，逆喺轉機 
日期：7月26日 (主日)
時間：下午2:30-4:00
講題：休養生息的自我關顧(個人篇)
講員：陸忻紅珠女士(資深心理治療師及督導)
形式︰教會臉書直播

2020佈道大會
主題：「亂世中尋出路」
講員：朱光華牧師(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長)

9月18日(星期五) 晚上7:30
分題：燥動中求挺進
見證嘉賓：梁雨恩Cathy
               (職業飛鏢手、流行樂壇歌手及演藝人)

9月19日(星期六) 晚上7:30
分題：避險時得把握
演出：城浸詩班樂組

9月20日(星期日) 下午3:30
分題：隔離中覓知音
見證嘉賓：譚麗珊教授(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

藥物治療學系風濕科主管)

佈道大會動員日
日期：8月30日(主日)
集合時地：下午2:30(大禮堂)
內容：唱詩、訓勉、出隊安排、分組祈禱
截止：8月16日(請在成長班報名)

佈道大會30天祈禱咭
為鼓勵弟兄姊妹為大佈道會及未信親友禱告，
教會製作祈禱咭供弟兄姊妹使用。請弟兄姊妹
填寫有關資料後，將「交回教會」部分沿虛線
撕下，交會友服務處或投進奉獻箱內。
為鼓勵環保，弟兄姊妹亦可掃描
QR Code填寫祈禱咭資料，讓同工
為未信親友禱告。

門徒生命與事奉證書課程現正招生
歡迎本教會已受浸的弟兄姊妹報名，
由所屬單位主任導師推薦。
同時歡迎舊制同學查詢轉新制學習，
詳情請瀏覽QR Code下載最新章程。
查詢：訓練事工(電話:27674225/27674241)

駕車會友注意
因本教會聚會暫停，7月18日開始，九龍醫院復
康大樓泊車場周六、日整天停止服務，直至另
行通知，敬希留意。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English Ministry worship 
now only online at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English Ministry, Facebook (https://
www.facebook.com/KcbcEnglishMinistry/) 
LIVE Sunday mornings at 10:00 am until 
further notice.
26 Juy 2020(Sun)
Title:  Come and experience the Hallelujahs 
        of praise to God!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Rev. Bryan by 
email: bryan.p@baptist.org.hk

全新升中一暑期活動
因應政府限聚令，7月24日活動取消，但維持：
主 題：玩野亂鬥日
日 期：8月14日(禮拜五）
時段：上午10:00-12:00或下午2:00-4:00
地點：八樓禮堂
對象：升讀中一之學生(參加者只可參與一節(上

午或下午)，每節名額40人
內容：詩歌、亂鬥足球、星光桌遊、
         荒野生死鬥、搶星大作戰等
查詢：馮慧敏傳道(電話:27674294)
報名：請到會友服務處索取報名表，
         或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

奉獻
在疫情期間，弟兄姊妹可透過以下途徑奉獻：
1) 郵寄支票
2) 銀行轉帳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恒生銀行(024)：285-0-123932
    匯豐銀行(004)：492-002027-001
    中國銀行：012-875-2-029808-3
    (註:櫃員機轉賬或入數不用輸入括號內的數字)
3) 轉數快FPS電話號碼：96524823 (新增設)
戶口/收款人名稱:九龍城浸信會或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奉獻後請將收據及個人資料(例如：姓名、電
話、奉獻類別)電郵至offeringkcbc@baptist.
org.hk或WhatsApp至收款專用電話96524823
或郵寄收據正本到教會(請註明財務部收)。

＊詳情請參閱教會網頁特別消息內文＊

普通話事工 
1.招募「廣東話班助教」
今年九月開始，服侍來港讀書的內地新生，
浸會大學（週二下午、週二晚上、週三下午）
理工大學（週二下午）及本會（主日下午）

2.招募「親善家庭計劃」接待家庭
本計劃旨在為來港求學的內地本科新生，配對
本地接待家庭，讓他們得到適切的關顧，使他
們認識本港的文化，並儘快適應大學生活。

3.招募「亦師亦友計劃」導師
一年制的計劃，由校內及校外具豐富人生經驗的
專業人士擔任導師，關顧理大內地來港學生。                               
請於辦公時間到602室索取報名表，或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7月24日截止
查詢：李德劍弟兄(電話: 27674236，
          電郵:djli@baptist.org.hk) 
        劉銳鋒傳道(電話:27674325，
        joshualiu@baptist.org.hk)

Bible Classes Teachers Needed
We need teachers and assistants to serve in 
the following Sunday school classes: 
Children classes: 10am-11:30am
Teenage class: 11:15am-12noon
Prayer and Songs class: 11:45am-12:45pm

Contact Pastor Bryan at bryan.p@baptist.
org.hk for details.

個人佈道組「三元福音倍進佈道」
第一階、第二階、第三階段訓練
日期：9月1日至12月15日(逢禮拜二)
時間：晚上7:30-10:00(共16堂,另加出隊實習)
地點：六樓禮堂及七樓
受訓對象
第一階段：須為重生得救、受浸、有傳福音心志、

明白「三福」事工，又願委身個人佈
道組「預約佈道」最少一年之會友。

第二階段：除具第一階段之資格外，另須為三
福第一階段合格的檢證隊長。

第三階段：除具第一及二階段之資格外，另須為
三福第二階段合格資深檢證隊長，曾

修讀「成長八課」者優先。
報名：會友服務處或掃描 QR   code 下載報名表

格，於8月15日或以前連同
         個人得救見證(約500字)交回
查詢：楊麗群同工(電話:27674239)

本教會參與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兒童發展
基金」第八批師友同行計劃。
對象：21歲或以上弟兄姊妹，願意以三年時間

陪伴基層兒童學習成長
查詢：周麗珠同工(電話:27674226)或電郵

julietchow@baptist.org.hk
截止：8月16日或額滿即止
請掃描QR code下載報名表格

「Step Up 8 生命導航計劃」招募友師



突破信的疑惑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哈2:1-4，20】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0 年 7 月 1 2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吳彩虹牧師 記錄：杜玉蓮姊妹

荷蘭畫家林布蘭特(Rembrandt)在1633年根據馬可福音第四章的故事，畫了一幅名為「加利利海的風

暴」的畫(The Storm on the Sea of Galilee)。他透過光與影的鮮明對比，畫出在狂風大作中，門徒奮力

對抗風暴的情景，而耶穌這時卻泰然自若，安穩入睡。有人說從去年開始到現在是瘋癲的一年，可能我們

正是船上其中一個門徒，信心正受着不同的衝擊。

1. 信的起點：到神面前 (2:1)
哈巴谷書是一篇哀歌，也是先知的信心經歷。哈巴谷看見國中有可怕的事，先知問：「你不應允，要到

幾時呢？…你為何看着奸惡而不理呢？」(哈1:2-3)神似乎默然不語，先知於是繼續向神申訴，然而祂卻

宣告會打發更兇殘的巴比倫人消滅猶大。「我必興起迦勒底人，就是那殘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佔據那

不屬自己的住處。」（哈1:6）神的答覆竟然與我們期望的截然不同！這正正是先知的疑惑。當信仰受到

衝擊，前路不通時，我們會有很多疑惑，而聖經可以給我們甚麽提醒呢？先知說：「我要站在守望所，立

在望樓上觀看，看耶和華對我說甚麼話，我可用甚麼話向他訴冤。」（哈2:1）投訴一般是為了自身利益，

但哈巴谷卻是為着神的榮耀受虧損而向神申訴。經文所說的「守望所」是指堅固的堡壘，一般建在郊外的

高崗上，當我們上到這些「堡壘」就會有廣闊的視野。呂振中譯本說：「我要站在我的守望所上，站岡在

我的堡壘上，瞭望觀看永恆主要對我說甚麼話，看他要怎樣答覆我的訴冤。」弟兄姊妹，無論發生任何事

絕不要離開神！要向神傾訴，就如先知向神申訴一樣。靈修學者傅士德(Richard Foster)寫了一系列屬靈

操練的書，其中《屬靈操練禮讚》裏有一句話：「真正的禱告中，我們依照神的心意去思想神的思想：渴

望祂所渴望的事，愛祂所愛的東西。於是我們一步一步地受教，從祂的觀點去看一切的事。」我們從神的

角度去看這個世界，便會有不一樣的視野。你今天是否正經歷人生的困惑、掙扎或鬱悶呢？在疫情之下，

家長們是否希望兒女能夠愛神愛人，然而他們卻離開神，越走越遠？年輕人，你們是否正在探索自己的身

份、學業前途，卻處處碰壁？在職的弟兄姊妹是否正為尋找工作而煩惱？還是被工作壓得透不過氣，抑或

遇到人際關係問題？疫情下，很多人需放無薪假，甚至擔心工作不保。年長的弟兄姊妹是否希望身體健

康，卻百病纏身？不論你有甚麽疑惑，在失望中請到神面前申訴，走上瞭望台，你會有不一樣的視野，在

那裏從神的觀點去看待萬事。社交平台每天都很熱鬧，我們總有很多話題，洩憤的、投訴的，甚至還有粗

言穢語的謾罵。我們常常在社交平台「與人對話」，親近手機卻多過親近神。信的起點不是在這些社交平

台，而是去到神面前與祂對話。

2. 信的基礎：神的應許 (2:2-3)
哈2:2-3神對先知說：「將這默示明明地寫在版上，使讀的人容易讀。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

應驗，並不虛謊（和修版: 論及終局，絕不落空）。雖然遲延，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延。」

默示來自神，神的話必然成就。當時先知告訴神的子民：神會來審判，時間無多了。神勸告猶大人論及終

局，絕不落空，他們一定會被審判。主前586年，猶大終於被巴比倫所滅；這個關於以色列民前途的啟示，

神早已吩咐先知用鐵筆寫下來作為永久的信息，清清楚楚，為的是將來應驗之時可作見證。猶大亡國應驗

了神的說話，神的話絕不落空。耶穌在新約裏說：「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太24:35）保羅

也說過：「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叫神因我們得榮耀。」（林後1:20）又說：「我們

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為祂不能背乎自己。」(提後2:13)信的基礎是神的應許，儘管外面一切變得

艱難，我們仍然要相信神的應許，確信全能、全知、全在的主是不會搞錯的。在苦難中，求神賜給我們信



心貫穿一切不利的環境，去看神的應許與信實。沒有這信的基礎，信仰是很難搭建上去的。哈3:16-19是先

知信心之歌：「我聽見耶和華的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只可安靜等候……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

欣，因救我的神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希望大家仔細研讀這段經文。

按着樂享聖筵讀經計劃，現在讀到耶利米書12章。哈巴谷和耶利米都是同期的先知，面對自己國家將

發生很可怕的事情，耶利米先知同樣問神：「惡人的道路為何亨通？」。今天，我們應該怎樣從神的聖言

去明白祂的應許，認識祂的信實？本期訓練事工課程概覽裏，有九位同學的見證，當人願意讀神的話，屬

靈生命就會成長，也會更謙卑、敬虔地跟從主。當我們明白領受了神的說話，就好像戴上了一副屬靈的眼

鏡，會更認識自己、認識他人和受造萬物。信的基礎是神的應許，因為神是信實的主。

    

3. 信的結果：因信得生 (2:4)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因信得生。」2:4是全書的核心，帶出了神作事的準則。義人

是敬畏神的人，在任何環境下仍然持守對神的忠信，其結果必因信得生。舊約裏的「平安」(Shalom)是指

生命的安順幸福，人神關係整全和諧之意。信的相反詞是無視神的存在、叛逆神、自我中心扮演神的角

色，甚至吩咐神做事。神不單用這把尺量度自高自大的巴比倫人，也同樣用來量度猶大人，審判是從神的

家開始，作惡者必敗！對神忠誠守信的義人，必得着生命的完全。神告訴先知將有五個災禍臨到惡貫滿盈

的巴比倫人身上，他們搶奪、殺人，流血，積不義之財、強暴、拜偶像，可悲的是神的子民也跟隨去拜這

些沒有氣息的啞巴，而不拜耶和華真神(哈2:5-19)。惟有對神忠信的人必守住生命的泉源。在新約中這節

經文更被用來闡釋福音的要義，但意思被加強了，遠超過哈巴谷此處的原意。耶穌基督說祂就是道路、真

理和生命，若不藉着祂，便沒人能去到神那裏(約14:6)。永生不單指人有永恆的生命，而且還是充滿喜

樂、平安、完整和有質素的生命。耶穌基督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

相信耶穌，你就會擁有人神關係和諧的完整性。當你信主那一刻，就已經擁有。

4. 信的回應：肅然敬拜 (2:20)
先知在整個詩歌的結束時說：「惟耶和華在他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他面前肅敬靜默。」(哈2:20)

肅敬靜默(希伯來文讀音像英文Hush，也有點像粵語的擬聲詞「噓」)，《七十士譯本》用eulabeomai帶有

敬畏(fear)之意。不只要求將音量降低，更重要的是強調人的態度。這是敬拜中不可或缺的神觀(To 

demand awesome or respectful silence before the Lord)，這節經文既可總結上文──猶大人拜偶像，

那些偶像毫無生命氣息，只是被粉飾得漂亮的啞巴偶像；亦是引入下文3:2上：「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言

語就懼怕。」凸顯神的超越性。我們這位神不是木偶，不是啞巴石像，毫無氣息，祂是活生生的神，會對

我們說話！神的言語發出，我們就會懼怕，不單要「將音量調低」，還要敬畏祂。一位教父曾說過：「讓

我們靜默來敬拜那不能述說的。」當神在我們面前，我們還有甚麼話可說呢？另一位神學家也說過：「神

學的終點是俯伏敬拜和讚美。」讀神學，學習有關神的知識，認識神的終點是「無話可說」，唯有下拜！

我小時候上教會，常唱一首詩歌《主在聖殿中》，歌詞說：「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

面前都應當肅靜，肅靜，肅靜，應當肅靜。阿們。」在崇拜中，固然要將手機調到靜音，但重點是至尊至

榮的神在殿中，我們要打開我們的心，張開我們的耳朵，以敬畏的心期待神向我們講話。就如先知在哈2:1

所言：「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看耶和華對我說甚麼話。」

總結
林布蘭特的名畫「加利利海的風暴」，除了12個門徒外，還有第13個門徒，他是惟一面對我們的船

員，雙手握着船繩，狂風大作下仍緊抓不放。我們會否像這個船員一樣，在困難的處境裏，抓緊「一些

東西」？這幅畫裏有一個最不顯眼的門徒，他正安坐在耶穌腳前祈禱。弟兄姊妹，儘管我們經歷人生不能

預計後果的危難，信心也許受着無比的考驗，但也不要「離場」！必須堅持和耶穌一起，忠信、敬畏主；

不要指示神去作甚麽，而是將我們遇到的事情告訴神，讓祂作主。耶穌基督是主，永遠也是我們信仰的核

心；誠如戴德生所說：「不信的人只看見困難，信的人卻看見他們和困難之間有神。」





新約概覽（基礎班必修科）                                     DF1000             （兩學分）
綜覽新約各書卷的主題和重點，探討其歷史文化背景、寫作特色、經文脈絡，讓學員有系統、
全面地掌握新約的內容和信息，將聖經真理應用在生活中，為信仰與靈命打好基礎。 
講師：方憬仁傳道 
日期：10月9日至12月18日（逢周五，共十堂，11月13日請出席同行小組聚會）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八樓禮堂
學費：$210，早鳥優惠$160（8月30日前），9月6日截止。 
 
基礎教義（中級班必修科）                       DM2001            （一學分）
有系統地探討從聖經中對一些課題的研究，包括：啟示、神、基督、聖靈和教會，藉此整合 
我們的聖經知識與信仰體驗，更明白及持守所信的真道。
講師：劉詠基傳道 　　　    
日期：10月8日至11月5日（逢周四，共五堂，11月13日請出席同行小組聚會）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
學費：$130，早鳥優惠$80（8月30日前），9月13日截止。
參考書：《基督教教義淺析》，作者：約拿單．威爾遜 (Jonathan R. Wilson)，譯者：李金好，
基道出版。八折後每本$59。

門徒訓練二：小組牧養關顧（中級班必修科）            DM2000            （一學分）
掌握小組的目標、理念與特性；建立互動和信任的小組，使組員生命成長。 
講師：陳宇恩博士 
日期：11月19日至12月17日（逢周四，共五堂）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
學費：$130，早鳥優惠$80（10月18日前），11月1日截止。
參考書：《真誠的關係：發掘失落了的互為肢體之道》，作者：韋恩．雅各布森、克萊．雅各
布森，譯者：陳永財。基道出版。八折後每本$55。

同行小組(一/二)（基礎/中級班必修科）	 　　　DF1003/DM2004         （一學分） 
同行小組的目標是提供一個平台供導師與同學交流，達致薪火相傳的果效。基礎、中班同學都
會被編入小組，發揮彼此認識、建立關係及互相支持的作用。著重學員個人品格、靈命培育、
生命管理及人際關係的操練，學員不論在個人成長、學習適應及實習參與上，都能得著支援。
導師亦樹立良好榜樣，與學員一起訂立事奉目標及實踐的計劃。
講師：吳彩虹牧師統籌，小組導師帶組 
日期：必須出席全年5次聚會及完成小組習作。9月27日晚上開學禮暨同行小組，11月13日同行小
組專題研習一，其他日期待定。
學費：$130，早鳥優惠$80（8月30日前），9月6日截止。

門徒訓練（三）：領袖素質品格（牧養與教導證書必修科） DPC002    （一學分） 
領袖培訓是一個「進程」。本科內容包括：神為何和如何呼召我們去領導？領袖的生命應培養
甚麼心靈素質？如何抓住和實踐神給予的異象？如何培養人際技巧？如何訂定優先次序和策略
性的計劃？邀請你在進程中一起學習、活出並傳遞作領袖的秘訣。
講師：吳彩虹牧師
日期：10月9日至11月6日（逢周五，共五堂） 
地點：710室   時間：7:30pm-9:30pm 
學費：$130，早鳥優惠$80（8月30日前），9月13日截止。

牧關實習（牧養與教導證書必修科）        DPC004            （一學分） 
在指定時間內，安排牧關實習（過程必須有傳道同工或導師陪同），
如：關懷探訪、福音探訪、協助籌備安息禮拜事宜等。另外，教導實習
（參與查經工作坊及於所屬單位帶領查經，負責真理教導、短講等）。
統籌：吳彩虹牧師
日期：2020年10月至2021年6月 
學費：$130，早鳥優惠$80（8月30日前），9月13日截止。
+鼓勵以google	form網上報名，亦接受電郵training@baptist.org.hk或致電報名。	
	請於第一堂開課前補交費用(現金/支票)。首次報讀證書人士需填寫入學申請表。
+查詢:訓練事工同工	(2767	4225	Grace	/	2767	4241	Re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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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生命與事奉證書	2020-21年度秋季課程報名表
修
讀 科目 編號 講師

班
別 上課時間

地
點 截止

學
分

學
費

書
費

新約概覽
基礎班必修科

DF1000
方憬仁
傳道

10月9日至12月18
日（逢周五，共十
堂，11月13日請出
席同行小組聚會） 

 7:30pm-9:30pm

8
樓

6/9 2

$210， 
30/8前 
早鳥優
惠$160

--

基礎教義
中級班必修科

  
DM2001

劉詠基
傳道

10月8日至11月5日
（逢周四，共五

堂，11月13日請出
席同行小組聚會）

 7:30pm-9:30pm

6
樓

13/9 1

$130， 
30/8前 
早鳥優
惠$80

$59

門徒訓練
二：小組牧
養關顧

中級班必修科

DM2000
陳宇恩
博士 

11月19日至12月17
日（逢周四，共五

堂）
 7:30pm-9:30pm

6
樓

1/11 1

$130， 
18/10前 
早鳥優
惠$80

$55

同行小組
(一/二）
基礎/中級班

必修科

   基礎DF1003 
   中級DM2004

各小組
導師

必須出席全年5次
聚 會 及 完 成 小 組
習 作 。 2 7 / 9 晚 上
開 學 禮 暨 同 行 小
組，13/11專題一，

其他日期待定。

各
樓
層

6/9 1

$130， 
30/8前 
早鳥優
惠$80

--

門徒訓練
（三）：領
袖素質品格
進深班必修科

  
  牧養DPC002 
  成長班導師
  「持續學習」   

吳彩虹
牧師

10月9日至11月6日
（逢周五，共五

堂） 
7:30pm-9:30pm

7
1
0
室

13/9 1

$130，
30/8前
早鳥優
惠$80

--

牧關實習
進深班必修科

  
DPC004 
  

吳彩虹牧
師統籌

2020年10月至2021
年6月

- 13/9 1

$130，
30/8前
早鳥優
惠$80

--

姓名： 電話：　　　　　　　　　　　　　　　　　

學號： 電郵：

班別代號：  
牧：門徒進深班牧養與教導證書
持：訓練事工持續學習計劃(舊制完成
信徒中級班以上的學員報讀)
成長班導師報讀進深班指定課程：青
少/成年/耆壯部導師旁聽免學費

＊若課程只能用實時網上教學，請問是否能參與：能　　不能

學費$																				書費$																			註冊費	$　

已收總額$														支票號碼：		

申請學費資助？	(需接見)	可以															經手人：

+查詢或報名：訓練事工同工	(2767	4225	Grace	/	2767	4241	Rebecca)
+歡迎舊制同學查詢如何轉新制繼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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