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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樂 Prelude............How Sweet the Name of Jesus Sounds (arr. Albert Beck)...............謝敏潔姊妹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21首 讚美天上君王.................................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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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我要歌頌救贖主.............................. 會      眾

 我要歌頌祢聖名  (Music: Terry MacAlmon ©1989 by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 

                                                 中文譯詞修自《和撒那新歌，150》，版權屬基督教以琳書房所有。)

 1. 我要歌頌祢聖名，哦主，歌頌祢聖名，哦主，因祢名偉大，配受極大讚美。(兩次) (間奏升調)

 2. 我要榮耀祢聖名，哦主，榮耀祢聖名，哦主，因祢名偉大，配受極大讚美。(兩次)                                                                                                                                            

耶穌是歌（Music: David Danner ©1979 Broadman Press ; 譯詞：張美萍；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

                 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我救贖主是神是王，祂掌管全地統萬有，祂深愛我使我歡唱，祂賜詩歌給我。(副歌)    

2. 祂擦我淚又慰我心，賜下力量面對憂懼，我一生滿有主恩典，祂賜詩歌給我。(副歌)

3. 耶穌救主我敬拜祢，使憂傷靈重新得力，一生一世頌主聖名，祂賜詩歌給我。(副歌)

(副歌) 耶穌是生命之歌，耶穌是喜樂之歌，耶穌是那愛之歌，耶穌賜詩歌給我。(間奏轉調)

歌頌救贖主（頌主新歌212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我要歌頌我救贖主，並祂奇妙大慈愛；祂在十架受盡咒詛，為要將我贖出來。(副歌)

 2. 我要讚美我救贖主，傳祂得勝大權能，勝過罪惡摧毀陰間，勝過罪死賜永生。(副歌) (間奏)  

 3. 我要歌頌我救贖主，天來妙愛祂賞賜。使我重生得享天福，與祂同作神後嗣。(副歌) 

 (副歌)歌頌，歌頌我救贖主，為救贖我寶血流，十字架上擔我刑罰，還我罪債使自由。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詩篇146篇........................................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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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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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樂   Music Offering...............................Peace Medley (較早前錄影).................................手鈴四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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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以實瑪利──神聽見，神仍施恩 (創21:9-21)................ 梁明財牧師

默想詩歌   Hymn of Meditation..........................世頌334首 開我眼睛使我看見..............................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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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榮森牧師     領詩：李鳳儀姊妹
司琴：謝敏潔姊妹         



主      餐 The Lord’s Supper .................................................................................................... 梁明財牧師

                                               Meine Liebe hängt am Kreuz (M. G. Fis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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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331首 成為我異象...................................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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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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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r Gott, dich loben alle wir (G. F. Kauffma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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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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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urch votes to kick out the adulterer
             Presider: Ms. Geriann Wyrick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10:00
  (FB live)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李雅詠傳道   講題：軟弱大 恩典無限大
主席：洪佩茜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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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每 日 讀 經 樂 享 聖 筵

 (日)  以西結書    五章

 (一)  以西結書    六章

 (二)  以西結書    七章

 (三)  以西結書    八章

 (四)  以西結書    九章    

 (五)  以西結書    十章

 (六)  以西結書    十一章

（二）錫安山

錫安原意是保障或是碉堡的名字，按聖經記載是耶布斯城，後來被大衛

佔領之後，就改名為耶路撒冷，又叫大衛的城、錫安的保障(撒下五)。

錫安山通常與聖殿山聯繫在一起，代表聖所位於耶路

撒冷南部的一個高地上。故此，在詩歌和預言中，錫

安成為耶路撒冷、聖山或以色列國的代表。錫安更重

要是用在神學意義上，代表著耶和華居住的地方，

人在其中得著神的保護和有主同在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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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訃聞
◆	楊康弟兄已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2 0 2 0 年 1 0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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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國民的需要祈禱
面對疫情的影響，內地很多家庭的收入都會有

所下降。請為低收入家庭所面對的生活壓力和

重擔祈禱，求神幫助政府能制定和執行有效的

扶貧政策，讓他們得着生活應有的需要和尊

嚴，讓他們同樣得享國家發展所帶來的成果。

會友消息
◆	劉廣俊弟兄、區頴嵐姊妹將於10月10日(六)

下午1時正，在本教會舉行婚禮。

為這世代守望祈禱
◆「於是靈將我舉起，帶我而去。我心中甚

苦，靈性忿激，並且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大

有能力。」(結3:14)祈求神幫助我們在經歷

困苦之時，也經歷聖靈的臨在，倚靠上主賜

下的力量與苦共存。

◆	為市民能在防疫疲勞時，不會過度鬆懈，仍

然有公共衛生防疫的配合，藉此截斷社區隱

形傳播鏈；雖然生活仍受到限制、不便，盼

望大眾繼續有忍耐、合作的心。

◆	為前線醫療人員禱告，祈求他們有充足的防護

裝備，在高危的環境中工作有健康和力量。也

求主幫助科研專家們，早日研發到治療藥物及

疫苗。

◆	「耶和華啊，求你救我脫離我的仇敵！我往你

那裡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

我的神。你的靈本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

地。」(詩14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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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智聰牧師

查考經文：路5:17-26

會聞
◆	疫情期間，青少部每周製作「靈距離Youth	

Time」約15分鐘短片，於每周六上載教會

面書，直至恢復實體聚會止。內容有信息、

詩歌、禱文。對象為中學生。歡迎觀看！

聖樂同樂日特別通告 
因疫症反覆不定，今年10月18及25日聖樂同樂

日，包括所有個人及小組比賽、團體賽將停辦

一年。

特別通告
因應政府的限聚令給予宗教活動豁免，教會將逐

步恢復現場的聚會，請弟兄姊妹留意以下安排：

1.	由10月10日(六)起，教會大禮堂恢復舉行四

堂崇拜如下：

(1)	周六晚堂：下午6：00

(2)	主日清早堂：上午8：30

(3)	主日早堂：上午10︰00

(4)	主日午堂：上午11：45

**大堂崇拜舉行期間設有親子區，讓家長與子

女可透過轉播參與崇拜。

2.	英語崇拜及普通話崇拜按以往的時間和地點

恢復現場崇拜聚會。

3.	主日晚堂崇拜聚會繼續暫停至12月31日。

4.	10月14日(三)起，周三教會祈禱會恢復上午

和晚上聚會，聚會地點在大禮堂。

5.	10月17日(六)起，分階段恢復現場成長班聚

會(部分成長班以隔周形式舉行現場聚會)，

詳情請留意成長班通告。

6.	除上述的聚會，其他聚會/活動也將會陸續恢

復現場聚會，但需要進一步的安排，請大家

留意教會的最新通告。

7.	這段期間，教會繼續提供網上崇拜或進行網

絡聚會，讓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可以參與。

8.	按公共衛生及會眾安全考量，大禮堂暫時只

能安排有限的座位，未能進入禮堂的會眾，

請按司職人員指示往分流區，透過轉播參與

崇拜。

9.	會眾請記得做好個人衛生，量度體溫，佩戴

口罩，勤洗手；與弟兄姊妹見面時不用握

手，但主的愛仍連繫我們。

10.在參加聚會期間，弟兄姊妹若感到不適，請

立即告知教會同工，讓同工給予你們協助。

11.因為疫情不斷在轉變，聚會安排也可能隨時

要作出應對的改變，請弟兄姊妹留意教會最

新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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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ct 2020(Sun)
Title: A vote for the broad highway, or the
        narrow path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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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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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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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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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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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實體及教會臉書同步直播

「Step Up 8 生命導航計劃」招募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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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7 6 7 4 2 2 6 ) 或電郵	

julietchow@baptist.org.hk

截止：10月下旬或額滿即止

請掃描QR	code下載報名表格

2020年耆壯部召命日營
日期：10月26日(禮拜一，公眾假期)

時間：上午9:00-下午5:00

地點：四樓禮堂

講員：余德淳博士

內容：尋找退休後的召命、從回顧生命中重尋

真我、靈修安靜

對象：55-64歲

查詢：文淑娥同工(電話:27674264)

報名：耆壯中心或掃描QR	code獲取

									報名表格



走出曠野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出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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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曹偉彤牧師 記錄：葉惠琳姊妹

我們都在十字路口
過去一年，我們都在十字路口，既要面對新冠病毒，也要面對社會、經濟、地理等的停擺。教會是

空洞的，就像一場大風暴吹過，就連整個城市也像曠野一樣。我們驚惶失措，到底該何去何從？要回

答這些生命問題，聖經一直以來都是我們最好的指導。

聖經是我們的地圖
通過聖經的地圖，我們可以得到神的指引。我們要留意當中的一些數字(如“40”，參考30/8/2020

崇拜講道—曠野之路)及重要的地方──這令我們想起耶穌基督在曠野中曾面對試探，不知將來如何。

耶穌被聖靈充滿，在聖靈的帶領下面對撒但的試探，當中可分為三個部分：

(1)	質疑神的供應和照顧，撒但指出：耶穌作為神的兒子，不需要在曠野挨餓，只需將石頭變為

餅便可，耶穌就用申8:3回應：「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2)	邀請耶穌敬拜撒但，放棄對天父的忠誠。撒但叫耶穌去看世上列國，只要與牠結盟，就可以

立刻得到權力。耶穌用申6:13反駁撒但：「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3)	安全感。撒但叫耶穌站在懸崖邊往下跳，因為神會保護祂。耶穌用申6:16駁斥：「不可試探

主—你的神。」

藉着引用神的話語抵擋撒但，耶穌表明祂是忠誠的兒子──對神忠誠，也對聖言忠誠。在新約的

地圖裏，我們看見耶穌基督去到曠野，也是指向以色列人在曠野的經歷（出19:1-8）。摩西是神的使

者，向埃及法老發出十災的警告，叫法老釋放以色列人；神令他們不再為奴隸，脫離埃及人的手並進

入曠野。

一開始，以色列人是喜樂的；然而他們的讚美很快就變成投訴，他們的感恩也成為焦慮。當我們看

出19章時，他們在曠野漂流，忍饑挨渴，驚惶失措，不知何去何從。還要多久才會到達應許之地？雖

然神賜他們嗎哪，但他們仍不停埋怨。當他們走到一個沒有水的地方，完全忘卻摩西的功勞，竟一起

攻擊摩西，說現在的處境比在埃及時更差──甚至質疑神到底往哪裏去了？只帶領他們來到西奈──

這荒蕪之處，與流奶與蜜之地相差甚遠！於是，他們完全失去了信心。弟兄姊妹，你們會感同身受

嗎？耶和華要以色列人停留西奈，是因為耶和華要他們到西奈領受祂的律法。

十誡是約
十誡不是管教暴躁百姓的律法，而是一種「約」（Covenant），是神和百姓彼此間的承諾──百

姓要將神放在首位，高過一切的權勢。承諾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

偶像；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當紀念安息日；當孝敬父母；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人

月廿；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

的。」神不是叫以色列人離開西奈，而是叫他們留在這曠野，然後教導他們如何按照選民的身份過

活。

同樣的期望也適用在我們身上。在這大半年，我們一同經歷疫症肆虐，面對不明朗的將來，我們也

許會憂慮不安，驚惶失措，忘記了該如何過活、持守盼望，想像將來。在曠野中，神說：「去，聽我

的誡命。」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是在曠野中前進的方式。

雜誌記者	A.	J.	Jacobs曾經在一年內按照聖經的誡命去過活。他完全遵守十誡去愛鄰舍，不穿混合

纖維的衣服，也不刮鬍子。他每逢新月便跑上屋頂吹羊角，也會遵守過氣的律法。這本來只是一個實



驗，卻奇妙地改變了他的生命──他學會了如何與貧窮人及陌生人相處，也不會迴避露宿者無助的眼

神。聖經的原則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成了他人生的指引。

誰是鄰舍
遵守誡命和律法的確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然而我們還要深層地反思誡命的踐行。「有一個律法師

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做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

念的是怎樣呢？』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耶穌說：『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路10:25-28）

耶穌為了讓那律法師瞭解更多，於是說了一個比喻（路10:29-37)。一個旅客從耶路撒冷前往耶利

哥城，途中被強盜奪去衣服且打得半死，丟在路邊。祭司偶然經過，照理那位旅客得救了，因為祭司

是神的僕人，在聖殿裏面事奉，有虔誠的身份及地位，肯定會出手襄助。但祭司卻從另一邊走過去

了，動機是甚麼？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是怕接觸屍體，令自己變得不潔？害怕幫助這罪人？還是以為

這是一個騙局？經文沒有詳述，但關鍵是祭司的確沒有施以援手。

第二位利未人是猶太宗教領袖，同樣負責聖殿中的工作。當他經過時，仔細看了旅客幾眼，仍沒有

給予任何幫助就走了。他這樣做教人更失望，因為祭司和利未人肯定知道神的律法中要幫助別人的誡

命。

祭司和利未人熟悉律法，卻為着自己的益處「使用」律法，來成就一己之私。他們漠不關心，視而

不見，甚至一走了之。律法書是怎樣說的呢？利19章說要愛你的鄰舍；申15章同樣說要幫助有需要的

人。然而，民6章卻說不要接觸將要死去之人的身體。於是，祭司和利未人對自己說：這人已死或差不

多死了，經書說不可接觸這身體。

作為神的百姓，作為遵守神話語的人，我們都知道聖經是美好的，也是我們的地圖及指引。然而，

當我們的心沒有被聖靈光照之時，也許會做出錯誤決定。耶穌知道這一切，所以問律法師：「律法書

上寫的是甚麼？你是怎樣念的呢？」耶穌要考驗律法師，但不是考條文，而是測試他的心靈，因為魔

鬼也會利用聖經。

今天也有人用聖經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和有利自己的事情。人喜歡用經文指斥敵人，然後黨同伐異。

耶穌的比喻提醒我們要小心，別以為聖經在你手上，心靈便會變得聖潔。正如那祭師和利未人利用律

法，將自己丟下傷者的行為合理化。

律法師或許會認為那撒馬利亞人有不同的宗教信念，不能相信。耶穌基督卻說：撒馬利亞人見到旅

客就動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旅店裏照顧；第

二天拿出兩個銀幣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路10:35)撒

馬利亞人與旅客素不相識，卻願意花時間和金錢來照顧他。他跨過憎恨的阻礙和種族的偏見，展現了

慈心。他確實遵守律法，並體現了聖經所講的款待；從正確的答案，走向正確的行動。耶穌繼續問律

法師：「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說：「你

去，照樣做吧！」耶穌基督不是要戲弄律法師，反而是賜福予他，引導他有一個美好和永恆的生命。

成為鄰舍
城浸的弟兄姊妹，你們是怎樣念聖經—─神的話語？在曠野當中有沒有念聖經？我們知道要愛人、

要款待別人，但願意款待敵人嗎？也許我們會先分辨誰是我的鄰舍，哪些人值得幫助，哪些不值得？	

教會亦容易成為律法師或利未人，我們慣常使用神學的言語去討論誰是鄰舍，以致逃避愛鄰舍的

責任，不款待那些我們不喜歡的人或敵人。關鍵是，我們不應只顧爭辯而不做實事！對面這些爭拗，

耶穌並沒有正面回答，反而將問題倒轉過來：誰才能成為鄰舍？就是具有恩慈心腸的人。耶穌的着眼

點，不是誰配得款待和恩慈，而是：誰能提供款待和恩慈！9月份是社關月，耶穌基督提醒我們，我們

是別人的鄰舍，我們要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曠野當中，我們可以繼續飄流，但神卻呼喚你們：去，遵守誡命。愛神愛人，

關顧別人，愛你的鄰舍，甚至成為別人的鄰舍！這就是我們在曠野中前行的道路和生命的方式，就讓

我們被聖靈充滿和帶領，經過曠野，走出曠野；從正確答案，走向正確的道路！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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