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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我從你眼前雖被驅逐，我仍要仰望你的聖殿。耶和華－我的上帝啊，你卻將我的
性命從坑中救出來。(拿2:4、6節錄)

主    任︰郭健民(行政) 馬穎儀(差會) 吳彩虹(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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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師行政助理：林靜霞

音樂訓練幹事︰黃念郇*



序      樂 Prelude........................Wenn wir in höchsten Nöten sein, BWV641..........................司      琴

                                                     《當我們面對困境時》(J. S. Bach)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79首 主愛超越...................................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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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倚靠信實真神為我開路.........................會      眾

 祢是我藏身處  (粵詞：Raymond Tam，源自CantonHymn恢復粵語詩歌敬拜文化運動網站。)

 藏身在主蔭庇，我心靈滿溢著主賜拯救的詩歌，我遇著懼怕恐慌，神垂念護庇。

 相信靠緊祢；使軟弱者得堅壯，獲賜力量盼望。藏身在主蔭庇，

 我心靈滿溢著主賜拯救的詩歌，我遇著懼怕恐慌，神垂念護庇。(過門轉調)

神要開道路 (Music: Don Moen ©1990 by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 中文譯詞屬基督教以琳書房)

神要開道路，在曠野無路之處，雖未看見祂已看顧，祂要為我開道路。

祂是我引導，領我靠近祂懷抱，愛和力量日日幫助，祂要開道路，祂要開道路。

                                                                             (全首唱兩次) (過門轉調)                                                                

祢信實何廣大（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祢信實何廣大，聖天父真神，祢永遠不離棄愛祢的人，

    祢永世不改變，滿有憐憫恩，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副歌)

2. 春夏秋冬循環，栽種又收成，日月星辰時刻循軌運行，

    天地宇宙萬物，皆同作見證，述說我主信實，慈愛永恆。(副歌)  

3. 祢赦免我罪愆，賜我永平安，祢常與我偕行，安慰扶援，

    日日加力，更賜我光明美盼，祢沛賜我恩惠，豐厚無限。(副歌) (升調) (副歌)

(副歌) 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清晨復清晨，主愛日更新；

         我一切所需用，祢都已預備，祢信實何廣大，顯在我身。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詩25:1-9.............................................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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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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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樂   Music Offering.................Denn er hat seinen Engeln befohlen über dir..................羅明輝弟兄

                             《因祂要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F. Mendelssohn, arr. R. C. Erk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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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鍾家威傳道     領詩：洪明祝弟兄
司琴：羅明輝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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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走出曠野 (出19:1-8)....................................... 曹偉彤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61首 亞伯拉罕的神 (1,3,4節)............................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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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325首 我知所信的是誰................................ 會      眾

祝      福   Benediction................................................................................................................ 曹偉彤牧師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世頌565首 主同行....................................會      眾

   主慈恩帶你前行，主厚愛保護你，主大能膀臂扶持你，保護你，直到再相會，主同行。

殿      樂   Postlude............................................Aria (W. L. Webber).............................................司      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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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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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yan Peistrup  
           Title: Israel and the Exodus from Egypt: "Can we 
                   vote to go back?
             Presider: Ms. Betty Ko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10:00
  (FB live)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楊東英傳道   講題：新天新地
主席：葉小賢傳道   領詩：黃念郇弟兄

 11:45
 (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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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每 日 讀 經 樂 享 聖 筵

 (日)  詩篇      一百四十五篇

 (一)  詩篇      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篇

 (二)  詩篇      一百四十八篇

 (三)  詩篇      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篇

 (四) 以西結書   一章    

 (五) 以西結書   二-三章

 (六) 以西結書   四章

（一）西乃山

西乃山，又名何烈山，是埃及西奈半島南端的第二座最高，卻是最壯

觀的山，海拔高度為2,285米。山之位置正對著面向西北方的大平原，

附近有四條溪流、水井及水泉。但由於山勢陡峻，

少有草木，不易攀登。西乃山是摩西領受神的呼召

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地方（出三章），同時，也是

摩西接受十誡，然後向百姓頒佈神吩咐的一切話的

地方（出十九、二十章）。   樂享聖筵每季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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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註︰受疫情影響，教會已暫停所有現場聚會及活動，

   直至另行通知。請參與各項網上聚會，並密切

   留意教會網頁的最新消息！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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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兆雄牧師

主題：禱告讚美會

訃聞
◆ 林芝芳姊妹、梁柏成弟兄已安息主懷，求主

安慰其家人。   

2 0 2 0 年 9 月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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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科、許嘉諾宣教家庭（泰國）
◆ 感謝神的帶領！讓李瑞科宣教士在泰國教會

證道，並有機會服侍和培訓當地教會領袖和

信徒。

◆ 求主賜智慧給許嘉諾宣教士牧養當地的婦

女，帶領她們經歷神！

◆ 感恩孩子們開學了，記念他們需要再次適應

上課和學習，也為妹妹殷澄返學的情緒禱

告！

為這世代守望祈禱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

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121:1-2)

在混亂的世代中，不同的人都希望尋找到出

路，得著援助，「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是

不少人的渴望、疑惑、祈求；讓我們先認定

我們是屬於創造主的人，當我們轉眼仰望祂

的時候，祂應許必定幫助我們。

◆ 疫情下，世界的經濟環境受到嚴重的影響，

加劇社會中的貧富懸殊，求主賜智慧給政府

官員，應對有關的需要，讓弱勢社群得到基

本的照顧，渡過難關。

◆ 為學校分階段恢復回校上課禱告，記念學生和

老師的調適，學校也可以有足夠的防疫措施安

排。

◆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

護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

今時直到永遠。」(詩121:7-8)

聘請
財務部幹事/助理幹事
需負責全盤賬目/協助處理財務部日常工作，大

學畢業或同等學歷，五年以上會計工作及全盤

賬目經驗，能獨立工作，熟悉中文輸入法，具

良好溝通及分析能力。具體聘用職級將根據應

徵者之學歷及工作經驗而定，具處理教會財務

經驗者更佳。

有意者請具函履歷、近照及要求待遇，寄九
龍亞皆老街206號九龍城浸信會主任牧師收，
合則約見。收集的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應徵者如沒收到面見通知，作不合適論。

崇拜前祈禱時間
特增設崇拜前祈禱時間，讓弟兄姊妹在進入崇

拜之先，同心為教會及世界守望祈禱，並準備

我們向三一真神呈獻心靈和誠實的敬拜。歡迎

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同心守望！

(周六下午5時45分起)

會聞
◆ 九月份會友月會原定於9月30日(三)舉行，受

疫情影響，會議提前至9月26日(六)晚上7時

15分在大禮堂進行，敬請留意！ 

◆ 個人佈道組10月4日(主日)出隊暫停。

◆ 監獄佈道組10月18日(主日)出隊暫停。

1-8月份財政收支
               經常費                  差傳

收入         28,003,404(1)      8,968,523(2)

支出         29,911,523           9,899,539 

累積不敷   ( 1,908,119)            (931,016)

註(1) 佔全年預算收入50.99%

   (2) 佔全年預算收入41.02%

如疫情持續，估計全年的不敷數可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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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ct 2020(Sun)
Title: The church votes to kick out the adulterer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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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心社會‧捐助呼籲
社關部正與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合作，在

「Step Up 7生命導航計劃」中透過會友的陪

伴和指導，幫助年輕人健康成長。由於該計劃

中的配對捐款仍有不足，本部現作出愛心呼

籲，請會眾關注代禱，並按感動自由回應。欲

了解該計劃詳情請瀏覽https://www.bokss.org.

hk/integrated-children-youth-and-family-

services/service?id=21。支持捐款請掃描QR 

code下載「捐助同意書」

查詢：高葆華同工(電話:27674250)

「福音與社會」講座系列
反思神給予教會的使命
日期︰10月11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4:00

主題：踐行復和使命的教會群體

講員︰歐醒華牧師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

形式︰教會臉書直播



何去何從？路得的抉擇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得1:16-18】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0 年 9 月 2 0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吳彩虹牧師 記錄：廖志偉弟兄

引言
最近兩個月，我接觸了不少失去摰親的家庭，驟然而至的災難令人不知何去何從；有人正籌算移民，或將子

女送到外國去。面對轉變和抉擇，人會變得焦慮不安。路得記第一章正值兵荒馬亂的士師年代，「那時，以色

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21:25）社會不穩定，人失去平安，各按己意而行。一個四人家庭登場，男

主人以利米勒(「我神作王」的意思)，他的太太名叫拿俄米(「甜」的意思)。當時國中有饑荒，面對生與死的

抉擇，他們決定暫居外邦之地──摩押，後來一家之主客死異鄉，兩個兒子均娶了外邦女子為妻──瑪倫(「疾

病」的意思)娶了路德為妻(「友誼」、「陪伴」的意思)；基連(「短命」的意思)則娶了俄珥巴(「後頸」的意

思)。十年後兩名兒子也客死他鄉，此刻，充滿死亡、一無所有、孤單、空空、無價值感(無丈夫兒子)，剩下三

個似乎無指望的女人。

第一幕 - 空與苦的跟從
當時她們正面對生命歷程的「空」(Emptiness)──社會混亂(Peace & Order)、存活威脅(Food)、身份危機

(Identity)、面對死亡(Husband & Sons)，失去依靠(Dependence)。生命歷程中的「空」說明了生命困境是無

法預計、無窮變化和無可避免的。1:1-7短短七節經文壓縮了生命的苦境。拿俄米的「空」在於不斷自我挖苦的

嘲諷(1:8-18)──沒丈夫、兒子，青春不再，不能生育，也沒有神的保護，她甚至由「甜」的拿俄米改名為「

苦」的瑪拉。不過，卻沒有剩下自己(v16-18)。經文還有幾處地方抗衡拿俄米一面倒的消極情緒：「聽見耶和

華眷顧自己的百姓，賜糧食與他們。」(1:6)「從摩押地回來到伯利恆(麵包之家)，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

(1:22) 一片生機充盈的景象。

當拿俄米勸告兩位媳婦離開時，路得卻誓死跟隨婆婆。為何這年青女子會作出如此不尋常的抉擇？路得十年

來在這個家對以色列的文化和信仰有了深刻認識，對神委身的想法也許早已植根。身處十字路口，面對兩難，路

得作出了既忠貞又悲壯的誓言，「路得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裏去，我也往那裏去；你在哪裏住

宿，我也在那裏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裏死，我也在那裏死，也葬在那裏。除非

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1:16-17)這個宣告，已超越了種族、國籍、語言、文

化和傳統！她的身份已超越摩押人，乃與「我神作王」緊扣在一起。路得十多年前跟從夫君，現在跟從婆婆，事

實上她選擇跟從耶和華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1:16)在今天的亂世中，我們該何去何從？抉擇的原則又是

甚麼，是否以神作王？ 

第二幕 - 恰巧的跟從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親族中，有一個人名叫波阿斯，是個大財主。」(2:1)波阿斯的意思是力量、快

或棟樑(所羅門殿中有兩根柱子，一根叫雅斤，另一根叫波阿斯。)，他是一個大有才德的財主(3:11「賢德的女

子」和4:11「願你在以法他得亨通」也是同一個字根)。在路2章，路得恰巧到麥田撿麥穗，她自述：「我在誰的

眼中蒙恩，就跟在誰的身後」(2:2)這裏的「誰」並沒有指明身份，田裏有誰便跟誰，聖經作者說：「跟從收割

的人」(2:3)；然後波阿斯向路得說，跟從他的僕人和使女。波阿斯厚待路得，叫她緊貼使女以便得到照顧和保

護，又吩咐僕人不可欺負她。如果路得渴了，便可以到僕人處喝水(當時沒有自來水，只有自己人才可以享用打

來的水。)

從不知跟從誰，到跟從收割的人，再到緊貼波阿斯的僕人使女，這是一次麥田奇遇。到底路得能否跟從這位

才德的親戚，甚至成為她的歸宿？在第2章裏，「蒙恩」共出現了三次，分別是：「摩押女子路得對拿俄米說：

『容我往田間去，我蒙誰的恩，就在誰的身後拾取麥穗。』」(2:2)；「路得就俯伏在地叩拜，對他(波阿斯)

說：『我既是外邦人，怎麼蒙你的恩，這樣顧恤我呢？』」(2:10)；和「路得說：『我主(波阿斯)啊，願在你眼

前蒙恩。我雖然不及你的一個使女，你還用慈愛的話安慰我的心。』」(2:13)路得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而他剛

好從伯利恆回來；從拿俄米後來的說話，我們知道他更是「至近的親屬」(2:20)。當波阿斯打聽了路得的事，更



厚待她，允許她在田間工作，直到收完莊稼為止(一般來說，收割大麥的時間約有七個星期)。這一連串的相遇到

底是巧合，還是神的預備？

當拿俄米得悉路得的經歷後，如此說：「願那人蒙耶和華賜福，因為祂不斷地恩待活人死人。」(2:20)，呂

振中譯本：「願那人蒙永恆主賜福，就是那位未曾放棄以堅愛待活人死人的永恆主。」。「堅愛」一詞最早出現

在創19:19，當神定意毁滅所多瑪，神的使者卻拯救了義人羅得的生命，「你僕人已經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

顯出莫大的慈愛，救我的性命。」這是神的屬性，是永恆的愛，也是一種有行動、信實的恩慈，也有愛和豐富的

恩典。當時以色列有恩典的律法，對貧困人有供應、有憐憫──收割後需留下一些穀物給他們。路得也經歷了恩

典，波阿斯知道她的苦況後，為她投靠耶和華而感恩並送上祝福。波阿斯是慷慨的，除了讓她拾穗，更吩咐僕

人「要從捆裏抽出些來，留在地下任她拾取」(2:16)，這絕對是遠超律法要求，路得「吃飽了，還有餘剩的」

(2:14)，甚至「把她吃飽了所剩的給了婆婆」(2:18)。這些相遇只是巧合，還是神的預備，並且埋藏了無盡的恩

典？我們的神是「那位未曾放棄以堅愛待活人死人的永恆主。」，恰巧的背後一定會有神的介入(當然仍需有人

的責任和承擔)。 

第三幕 - 不隨己意的跟從
時機終於來了，「他(波阿斯)今夜在場上簸大麥」（3:2），拿俄米吩咐路得「要沐浴抹膏，換上衣服，下到

場上，卻不要使那人認出你來。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時候，你看準他睡的地方，就進去掀開他腳上的被，

躺臥在那裏，他必告訴你所當做的事。」(3:3-4)這些也許是當時求婚的習俗，但拿俄米自編自導「求婚記」，

目的何在？就是出於愛和關心，希望路得找到安身立命的歸宿(當時女子的價值所在)。

可是，如果路得順服的話，到底會有何風險？首先，如果波阿斯拒絕的話，她會變得進退維谷，甚至被趕走

(他會重新評價路得)。其次，按照猶太人「贖業至親」的規矩，至近的親屬有義務為死去的人買贖產業和立後。

現在這至親仍未出現，若出現之後，可能會非常複雜，有爭拗。風險雖高但路得卻順服婆婆：「凡你所吩咐的，

我必遵行。」(3:5)，「就下到場上，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而行。」(3:6)雖然與波阿斯有很大的年齡差距，但路

得相信婆婆是為了自己的好處，因此選擇順服。關於這條律法，申25:5-6有詳盡的解釋：「兄弟住在一起，若其

中一個死了，沒有兒子，死者的妻子就不可出去嫁給陌生人。她丈夫的兄弟應當盡兄弟的本分，娶她為妻，與她

同房。婦人生的長子要歸在已故兄弟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塗去了。」最後，路得不順從自己的意思，

而是跟從婆婆的計劃。

英國宣教士李愛銳(Eric Henry Liddell)原本是一位運動員，擅長100米短跑。由於比賽當日剛好是主日，影

響了敬拜神，於是他改為參加沒人看好的400米長跑，最後卻取得了金牌並刷新了世界記錄。在事業如日方中之

際，他卻毅然前往中國宣教。正如今年教會的主題「高舉基督‧活出召命」一樣，李愛銳不隨己意，乃跟隨天父

的心意而行。路得年輕貌美，她卻選擇跟從同族親戚波阿斯，因此得到稱讚：「女兒啊，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

末後的恩比先前更大；因為少年人無論貧富，你都沒有跟從。」(3:10)路得是忠誠的，因為她為了維持亡夫的名

而願意下嫁較她年長的波阿斯。

如何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我們可以從 「2W 2P 2C 1F」着手：你有沒有研讀神的話(Word of God)？是否明

白？當明白神的話後，你是否願遵從神的話(Willingness to follow the word of God)？如有，你便是聰明人。

你有沒有常常禱告(Prayer)並得到神所賜的平安(Peace)？你身邊有沒有屬靈的長輩對你作出輔導(Godly counseling)，

以致可以面對任何處境(Context)？我們對神有沒有信心(Faith to step in and set up)，並願意行在主的旨意

中？這信心也包括願意承擔責任的勇氣(不論你的選擇是如何)？

第四幕 - 尊榮的跟從
才德的波阿斯最後娶了賢德的路得，這是合神心意的一對。最近一位神學院老師離世，當中有姊妹的悼文提

到：「在迷茫等候之時，你輕輕的陪伴；在開始拍拖時，你查問他的委身。」原來這位老師非常注重她的男朋友

是否委身於神。路得跟從恩典之約，成就神奇妙的救贖故事，使她在基督的族譜上有份──「於是，波阿斯娶了

路得為妻，與她同房。耶和華使她懷孕生了一個兒子……就給孩子起名叫俄備得。這俄備得是耶西的父，耶西是

大衛的父。」(4:13、17；參太1章)一千年後，救主基督自這個家降生。一個平凡小人物的跟從和抉擇，竟然成

就了不平凡的故事，在神的救恩歷史中大放光芒！拿俄米不能再有後裔，但因為着順服，神奇妙的祝福臨到，將

咒詛變為祝福，使她們有後嗣，任何危機也不能阻擋神永恆的計劃。

從路得的人生中，我們看到神的蹤跡──自嫁入以利米勒家起，到守寡再聽婆婆的話，改嫁波阿斯，最後

生下俄備得──彌賽亞的祖先。在路得身上，我們看到她的堅決(Resoluteness)、無私(Unselfishness)和真誠

(True)，以致在救恩歷史中得着無比的尊榮(Honor)。讓我們一同抓住這些特質，繼續以主為王，走前面的道

路，阿們。



ANNA傳道教粉彩畫

Gloria導師
教自製兔兔湯丸

司徒sir同大家猜燈謎(IQ題)
歡迎大家提供燈謎IQ問題，
大家可以進入以下連結提供﹕

https://forms.gle/sqf4NA4ce99n45Go6 

兒幼部頻道
Facebook同時直播

早上10:00

有興趣的小朋友可以加入Zoom會議一齊參與活動﹕
https://zoom.us/j/94982655081?pwd=TmtiSUdhck1lMj
lQTFgrOUlXSWoxdz09
會議ID：949 8265 5081   密碼：123456

https://forms.gle/sqf4NA4ce99n45Go6
https://zoom.us/j/94982655081?pwd=TmtiSUdhck1lMjlQTFgrOUlXSWoxdz09


九龍城浸信會 2020年兒幼Bun Fun慶中秋
期望在假期中，家長和小朋友可以參與兒幼部的網上
活動，彼此主內相交，大家一同歡度中秋節！
日期：10月1日
形式：以ZOOM及FACEBOOK在「KCBC兒幼部頻道」

舉行直播。(請先在facebook加「陳家好」
成為朋友，然後會將你加進「KCBC兒幼部頻道」
內收看)

對象：歡迎幼稚園至小六的小朋友和家長們參與
流程：
10:00 – 10:10 禱告+唱詩歌
10:10 – 10:20 大電視小遊戲
10:20 – 10:50 自製小湯圓
10:50 – 11:50 粉彩畫畫月亮
11:50 – 12:20 中秋猜燈謎
註： 歡迎家長和小朋友按時間和興趣隨便參與以上活

動。歡迎大家留言問和答問題：)
物資：
粉彩畫畫月亮﹕
12色硬粉彩、15x15cm 畫紙(或相約尺寸)、A5 白紙、
10-15mm 膠紙、壹元硬幣、鉛筆、交剪、牙殲、擦膠
筆 (可選較幼少的)、化妝棉、濕紙巾、紙巾、白色筆

自製小湯圓﹕
糯米粉、士多啤梨布甸粉 (粉紅色/紅色的啫喱粉都可
以)、 朱古力粉、水、黃糖、牙簽、濕毛巾(用來抹手
用的)

查詢可聯絡吳家祺傳道(2767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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