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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但12:3）

主    任︰郭健民(行政) 馬穎儀(差會) 吳彩虹(牧養)

          方兆雄(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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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師行政助理：林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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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樂 Prelude.................God So Loved the World (from The Crucifixion) ......................... 弦  樂  組

                                     神如此愛這世界  (arr. T. J. Munday)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16首 普天下都來頌揚(2節)............................... 詩      班

  願普天下都來高歌頌揚我神我王！我眾盡情歡唱，歌聲歷久不絕。

  教會高唱詩篇，傳送各處各方。願普天下都來高歌頌揚我神我王！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100首 美哉主耶穌................................. 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馮慧敏傳道   陳沛偉傳道   饒炳德傳道   馮潔儀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Reign, King Jesus, Reign (with Homeward Bound) ................... 弦  樂  組

                                                          願耶穌掌權 (arr. Charis Chan)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感謝主恩.....................................會眾立唱

 都來感謝恩主  (曲：Johann Crüger, harmonized by Felix Mendelssohn ; 中文譯詞：

                                            頌主新歌607首，第1,3節，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都來感謝恩主，以心，以手，以聲音，主既完成奇事，世人歡頌主聖名；

     我從初生時起，蒙主福佑到今，前受無窮的愛，今仍安慰憐憫。

 2. 我將感謝頌揚，敬獻父、子與聖靈，三位本同一體，在天執掌大權能；

     獨一永生上主，天地崇拜同心，昔在，今在，永在，千秋萬古永恆。(間奏轉調)                                                                                                                                           

凡事謝恩（曲：Claire Cloninger, Andy Cloninger, Ken Barker © 1991 by Word Music; 中文譯詞：張美萍)

在凡事上感謝神，在凡事上向主獻上你感恩，

在凡事上感謝神，因祂將萬物厚賜祂兒女。 (兩次) (間奏轉調)

我眾聚集（曲：荷蘭民歌，harmonized by Edward Kremser; last stanza setting and Choral 

                 ending by Ken Barker © 1997 by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and Word Music；

                 中文譯詞：頌主新歌605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我眾虔誠聚集，求主厚賜福祉，主施管教，使人歸正明主旨，

     惡人所加苦害，現今已告終止，讚美救主聖名，因祂關懷備至。 

 2. 上主在旁護領，生活常偕我們，祂建基督國度，萬世永長存，

      從戰爭開始時，我們即穩操勝，因主在我這邊，願榮耀都歸神。(間奏升調)  

 3. 我眾極口讚揚祢，勝利的統帥，懇求永作我們拯救的山寨；

     使信徒蒙恩典，得脫患難禍災，主名永受讚揚，使我自由、自在。 

 (詩班) 主名永受讚揚，使我自由自在。阿們。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詩篇1篇...........梁仲威弟兄   鄭肖珍姊妹   黎寶珠姊妹   鄭啟和弟兄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蔡曼棠姊妹   羅榮方弟兄   楊惠美姊妹   黃詠賢姊妹

主日獻金   Tithes and Offering(紅袋).............................................................................................會      眾

          Cry of My Heart 我從深處向祢呼求  (Yenn Chwen Er / Caleb Wong) 弦樂組

差傳獻金   Mission Fund(黃袋) ..................................(讚美詩) Doxology .....................................會眾立唱

獻      詩   Anthem ...............................................Many Gifts, One Spirit.....................................詩      班
                                      曲、詞：Allen Pote ©1986 by Coronet Press 

 Many gifts, one spirit, many songs, one voice. Many reasons, one promise, Many 
 questions, one choice. O God, we pray for unity, give guidance from above. In our 
 diff’rences unite us, in the circle of your love. O God, remind us, we are not alone.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領詩：卞星們弟兄 葉焯雄弟兄   王堅臣弟兄 關傑明弟兄
指揮：李鳳儀姊妹 黃念郇弟兄   方兆雄牧師 方兆雄牧師
風琴：余家瑋姊妹 余家瑋姊妹   黃敏嫻姊妹 黃敏嫻姊妹
伴奏：劉穎琛姊妹 劉穎琛姊妹   吳凱瑜姊妹 吳凱瑜姊妹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耆壯主日



 Though we move on diff’rent pathways, we are walking to your throne.
 Help us learn to love each other (help us to love), show us ways to understand
 (help us understand). We are members of one family (we are one family),
 growing strong by joining hands (growing stronger). Take our many ways of 
 working, blend the colors of each soul into the beauty of a rainbow,
 Give us life, Lord, make us whole. 

 不同恩賜，同一聖靈；不同詩歌，同一頌讚。不同理由，同一應許；不同問題，同一選擇。

 神啊，我們祈求合一，懇求上主引導。在不同處聯繫我們，歸入祢愛的懷抱。

 神啊，讓我們知道我們不孤單。雖然各人道路不同，都是向祢寶座前行。

 教我們學會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引領我們彼此體諒（彼此體諒）。

 我們都是一家人（一家人），攜手互助邁向成長（邁向成長）。

 悅納我們不同的事奉，調和每人的特色譜成美麗萬千的彩虹。賜我們生命，主，使我們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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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時代的智慧 (王上3:4-15)................................. 朱光華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 世頌85首 讓主引領..................................... 會眾坐唱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馮慧敏傳道   陳沛偉傳道   饒炳德傳道   馮潔儀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356首 萬有屬祢.......................................... 會眾立唱

祝      福   Benediction................................................................................................................... 朱光華牧師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世頌564首 祝福頌.....................................會眾立唱

   願主天天常與你同在；當你禱告，主恩環繞你，無論何時何地願主大能保護你，

   願你常行在主愛的光中。

殿      樂   Postlude................(六、清) Adagio from Organ Concerto IV (G. F. Handel) ..............眾      坐

                         (早、午) Rondeau on "Royal Oak" (arr. Michael Hel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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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家祺 劉漢華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胡美華 黃日東                 
主日早堂 馮淑冰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陳小玲 黃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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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Jonathan Lo   
           Title: The Indwelling Glory of God
             Presider: Ms. Geriann Wyrick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10:00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梁明財牧師   講題：你還好嗎？身心靈健康嗎？
主席：林少琼牧師   領詩：梁崇安弟兄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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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

主日清早堂           365          

主日早堂              559        

主日午堂              403          

主日晚堂               停              

本會少崇(六)          停     

培中崇拜               停

培中少崇               停

普通話崇拜            46

兒童崇拜(親子)       16

English Worship   47

    每 日 讀 經 樂 享 聖 筵

 (日)  以西結書    四十八章

 (一)  但以理書    一章

 (二)  但以理書    二章

 (三)  但以理書    三章

 (四)  但以理書    四章    

 (五)  但以理書    五章

 (六)  但以理書    六章

「我樂意將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蹟奇事宣揚出來。他的神蹟何其大！

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國是永遠的；他的權柄存到萬代！」(但4:2-3)

主啊！求祢的靈常常提醒我們要多作主工，把握每個向世人彰顯祢名

的機會。不要讓我們只成為主日信徒，在殿中才想起

祢的話，而是將福音的任命成為我們的人生，時時刻

刻不忘靈魂得救的需要，好讓我們的眼睛察看到人們

需要主，盡力將福音傳開，使他們的人生因得著祢而

變得豐盛感恩。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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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成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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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 

※1112

-

83

26

16

110

29

26

-

29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線上崇拜
瀏覽總人數   4579(截至10/11)

崇拜總人數    1977



九龍城浸信會十一月份會友月會議程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廿五日(禮拜三)晚上八時                         地    點︰大禮堂
主席︰陳國偉執事                     書記︰劉漢華弟兄                   領    禱︰主   席

　甲、報告事項
一、助理幹事許斯斯姊妹由11月1日起已轉任為半職同工。

二、因疫情緣故，今年12月25日的聖誕感恩聚餐取消，改於2021年舉辦。

乙、討論事項
一、以下二位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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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學易弟兄 11月4日 吳彩虹牧師

2. 方   明弟兄 11月7日 郭健民牧師

二、牛頭角浸信會函薦李雅詠傳道加入本教會為會友，應否通過接納案。

  建議︰通過接納。

三、梁桂華、郭麗娟夫婦申請薦出加入嘉盛浸信會為會友，應否通過照薦案。

  建議：通過照薦。

四、香港浸信會女傳道會聯會來函擬於2021年11月4日(禮拜四)上午9時30分至下午2時 

  與本教會女傳道會合辦第四季聯合聚會暨公禱日，應否通過合辦案。

  建議︰通過合辦。

五、有關九龍醫院復康大樓車位合約，2020年9月份執事會授權事務部投標申請續租車 

  位，現獲得中標，由2020年11月1日起至2023年10月31日，三年車位租借費用為港 

  幣1,216,800元，應否通過追認案。

  建議︰通過追認。

六、有關九龍醫院復康大樓租車位保安員服務，事務部建議使用「南方(警衛及管業)有限 

  公司」，由2020年12月1日起至2023年10月31日，總額合共港幣477,204元，並授 

  權事務部幹事代表教會簽約確認，應否通過追認案。

  建議︰通過追認。

七、九龍城浸信會社會服務處(有限公司)已完成公司註冊，並於2020年7月15日獲稅務 

  局根據稅務條例發給免稅資格，現據楊彼得律師建議提請由九龍城浸信會發出致公 

  司註冊處的支持信函(Letter of Support)，並請執事會主席或主任牧師簽署，以申辦 

  移除「有限公司」字樣手續，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八、 有關本年度慶祝聖誕費用預算港幣800,000元作如下分配，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如下─ 

  1)  聖誕佈道事工   20,000元          聖誕佈置費     20,000元

   雜項                 5,000元

  2)  致送同工聖誕禮金，事奉至本年底之全職、半職同工及本年內退休同工，事 

   奉全年者致送四分之一個月薪金，若不足全年者按其到職日期或退休日期， 

   依比例計算禮金。

  *退休同工每位2,500元，聯會退休同工共3,000元。

     *註︰如同工於當年退休，由退休日翌日起按比例計算至當年年底。

九、 九龍城浸信會慈愛幼稚園持續收生不足，以致缺乏營運經費。作為辦學團體，社 

  關部提請本教會緊急支援該校，應如何決定案。

  建議︰

  1. 按實際需要資助2020-2022兩年度之招生活動費用港幣125,520元。

  2. 按實際需要資助2021-2023兩年度之校舍租金之一半港幣456,000元。

十、 香港基督少年軍12月30日(禮拜三)賣旗籌款，擬於是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借堂作 

  為賣旗日旗袋收集站，並要求同時借用本教會電源設施，應如何決定案。

  建議︰通過免費借用地庫B01室，有關活動中之保險或任何損失，概由借用單位 

   負責。

十一 、下月月會主席應推何人擔任案。



查經祈禱會(周三)
上周出席 (早)  58人   (晚) 109人

線上瀏覽總人數785(截至10/11)

早上9時 ，晚上7時半(大禮堂) 

負責同工：明頌恩傳道

查考經文：路6:1-11

訃聞
◆ 朱育良弟兄、趙敏初弟兄、江慶人弟兄已安

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2 0 2 0 年 1 1 月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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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熹瑜、林倩雯宣教家庭（日本）
◆ 為郭熹瑜、林倩雯宣教士夫婦於11月到不

同教會的證道服侍禱告。求主使用他們的信

息，成為眾人的鼓勵 ！

◆ 為爾信投考中學代禱，當深入了解考試內容

後，他估計能夠安排溫習的時間不多。求主

賜他智慧分配時間溫習，並有信心面對未來

的考試！

會友消息
◆ 鄧偉力弟兄、張秀欣姊妹將於11月21日(六) 

上午11時正，在本教會舉行婚禮。

◆ 薛僑業弟兄、林皚華姊妹將於11月21日(六) 

下午2時正，在本教會舉行婚禮。

為這世代守望祈禱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

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

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憐

憫。」深信主必保守我們這樣的立志，在複

雜、多變的世代中，活出一個正確、整全信

仰的生命，不讓基督信仰被人誤解、玷污。

◆ 感謝神！教會可以恢復現場的聚會，願我們

更懂得珍惜彼此相聚見面的機會，與主連

結，也與人連結。

◆ 有一些成長班仍未能恢復現場聚會，或是需

要隔周聚會，求天父看顧他們，保守他們不

論在線上或線下的聚會，都能經歷學習、相

交與成長。

◆ 求主幫助科研專家們，早日研發到治療藥物

及疫苗，讓疫情得以受控，大眾的生活可以

逐漸回復正常。

會聞
◆ 衷心感謝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長朱光華牧師

蒞會證道。

◆ 為了讓本教會會友更多瞭解教會的近況，謹

定於11月22日(主日)下午2時30分至4時在四

樓禮堂舉行會友交流會，歡迎關心教會的會

友踴躍參加，彼此交流。

早上祈禱會設網上直播，會後可重溫。

恢復教會現場聚會的最新安排
教會大禮堂已恢復每周舉行周六晚堂、主日清

早堂、早堂及午堂崇拜。聚會期間設有親子

區，讓家長與子女可透過轉播參與崇拜。教

會臉書繼續提供網上崇拜，讓有需要的弟兄姊

妹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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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不斷轉變，聚會安排可能隨時作出應

對的改變，請弟兄姊妹留意教會最新的通告。

2020年聖誕節嬰孩奉獻禮
聖誕節嬰孩奉獻禮將於12月25日(禮拜五)上午

10時30分聖誕崇拜時間內舉行，歡迎本教會會

友或經常參與本教會聚會之基督徒父母帶領嬰

孩(初生至5歲)參加是次禮儀，有意參加者請往

會友服務或掃描QR Code獲取報名表，截止日

期為11月29日。詳情請查閱嬰孩奉獻禮報名表

格，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盧雪心

傳道(電話:27674228)或

電郵sallylo@baptist.org.hk

(請註明嬰孩奉獻禮)。

駕車會友注意
現有聚會泊車證將於本年12月31日到期，請往

保安室索取表格辦理續證及歡迎申請新證。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worship at 10:00am every 
Sunday in B01, Basement. 
22 Nov 2020(Sun)
Title: Diotrephes: "I Love to be Fir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Rev. Bryan by 
email: bryan.p@baptist.org.hk
Facebook: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English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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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網上崇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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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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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年度「全職事奉探索日營」
傳道部神學生關懷組為鼓勵有意全時間奉獻之

會友，凡自行報名參加由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於

11月20-21日(禮拜五至六)舉辦之「全職事奉探

索日營」者，可憑報名收據連同本組發出之全

額營費資助申請表格，於12月15日

或以前交回本組楊麗群Leona同工

跟進辦理。表格可於會友服務

處或掃描QR code獲取。

福利基金及社關部慈惠工作
本教會福利基金之「一杯涼水免息貸款」與「

無償慈惠資助」，以及社關部慈惠工作之「致

送超市現金券」，乃本教會為有緊急財務需要

之會友提供不同數額之經濟援助。

查詢：高葆華同工(電話: 27674250)

福利基金之申請簡介可掃描QR-code

印語事工十周年感恩會
日期：12月13日 (主日)

時間：下午3:00-5:00 

地點：八樓禮堂

內容：民族舞蹈及詩歌、見證分享、影音、信

息、頒獎 

凡出席者均獲贈珍貴紀念品一份；歡迎弟
兄姊妹出席，一同見證神奇妙的作為 !

晴心組(癌關團契)
服侍對象為患癌的肢體及其家人、康復者和同

行者。透過每月的癌症專題講座、知識分享、

心聲交流、禱告支援，讓基督的愛在肢體間彼

此流動。

日期：11月15日(本主日)

時間：下午2:30

地點：四樓禮堂

主題：分享周

溫柔的妻子‧體貼的丈夫
日期：12月3日（禮拜四）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大禮堂‧同步設Facebook Live直播

講員：陳亞仙博士‧區祥江博士

內容：婚姻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夫妻之間有許

多交心的時刻，巧妙之處在哪兒呢？看

專家怎麼說吧！

主辦：環球天道傳基協會(查詢電話:23567234)

合辦：本教會輔導組(查詢電話:27674250高葆

華同工)

網上收看直播無需登記，
現場參與者請掃瞄QR-code
填寫網上報名表 



做個溫柔人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太5:5】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0 年 1 1 月 8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陳  淳傳道 記錄：周婉玲姊妹

引言
有關馬太福音八福的講道繁多，印象最深刻的，是本教會已故榮譽會牧張慕皚牧師在港九培靈研經會的一篇

〈溫柔──合乎中道的自我形象〉。訊息依舊，但大家在實踐上卻有很多障礙；故此，我今天會從行道的三個方

向：對自己、與他人和向上帝，與大家一同思想與實踐。

一、對自己「約束節制」
太5:5有不同的譯本：「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和合本)」；「謙和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

承受土地(和修版)」。兩個譯本均告訴我們，溫柔的人並非柔弱，卻是謙和。甚麼是「約束節制」？「謙和、溫

柔」就是不傲慢、不專橫，可能將破壞的力量變為有用的力量，情形就像把野生動物馴服，使牠們變成有用的家

禽和家畜；表面上牠們喪失了自由，但卻束縛野性幫助農夫耕種。

「謙和、溫柔」的本質是有用並控制力量，這裏有三個向度：(1)轉變：將野牛、蠻牛轉化為家牛，將野蠻人

轉化紳士。(2)鍛鍊：如太極拳表面招式柔弱，卻能幫助你強身健體，更能以柔制剛。(3)果效：自我約束、節制

的人較容易親近，並獲得他人的信任。這讓人想起「紳士」一詞──原來Gentleman就是溫柔(gentle)的人(man)，

他們都是情緒穩定、節制的君子，因此他們才能被授予權杖和佩劍。

神對每個基督徒都有要求，保羅勉勵跟從主的人說：「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我奔跑不像無定向

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林前9:25-27)。

自我節制是向着上帝的目標，而不是自己的目標。這與今天的潮流正好相反，因為這世代推崇率性而行和真我本

色；我行我素才是真漢子、大丈夫。但是有力量、權力的人都需要節制，故責任越大，顧慮越多乃是事實，這是

不在權位者所難理解的。但最重要的是擁有權力者的自我約束，既不會傷及無辜，又能好好運用完成神給予我們

的託付。

溫柔和節制是聖靈的果子，它們就像一對孿生兒──溫柔的人必然也是一個有節制的人，他能約束自己的慾

望、節制自己的權利，並順服神。亞伯拉罕的僕人與侄兒羅得的僕人相爭，他大可以倚老賣老責駡羅得，把他趕

走，以免搶奪他的財產利益。可是，亞伯拉罕不但沒有如此，反而先讓羅得選擇了肥沃之地。他能約束自己的慾

望、節制權利，顧念親情，甘心退讓，正是羅得所欠缺的。羅得後來墮落，主因並非身處罪惡之都，而是因為沒

有約束慾望、節制權利，不甘捨己。

今天我們活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年代，許勝不許敗。我們習慣要人聆聽自己的說話，要求別人滿足自己的要

求，小朋友也從小被灌輸了競爭心態。如表達力欠佳或不夠進取，便會「輸在起跑線」。當我們迷信：「人只要

懂得爭取就會有錦繡前程」，這與羅得的迷信犯了同一個錯誤──他以為去到肥沃之地、繁華之都就是成功了一

半。但真相卻是：在罪惡之城，沒有約束、節制是沉淪墮落之始，最終一家四口墮落於沒節制裏，沉溺於放縱之

中。

二、與他人「尊重溝通」
尊重溝通都是從「謙和、溫柔」衍生出來的；對自己節制，與他人懂得尊重和溝通，這裏有兩方面的特質：

(1) 不是中間路線
原文是πραΰς(謙和、溫柔)，而不是ἐπιείκεια(中庸，適當、溫和)，因此這不是中庸的生存策略、中間路線，

甚至不是只求討好他人而毫無立場，乃是建基於自我約束節制行為表現。

(2) 良善影響生命
常言道：生命影響生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然而到底是誰影響誰呢？若我裏面沒有良善，能影響甚麼人

呢？因此，「良善影響生命」才是溫柔的人選擇自我約束的目標。當保羅責備犯錯的哥林多教會的人，究竟他是

採用刑杖(責罰)，還是慈愛與溫柔呢？(林前4:18-21)同樣地，面對當時一群嫁給初信或不信真理丈夫的婦女，

彼得教導她們要持久溫柔感化丈夫 (彼前3:4)，以良善影響生命。

面對衝突和差異時，我們既不能違背良知撒謊或視若無睹，更不能指責他人錯誤，從而撇清自己的責任；不

可為維持關係委屈自己，更不可恃寵迫使對方屈服；而是「內心存着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彼前3:4)，



妻子縱然弱勢，仍能以「無為有德」的品行感化有權勢的丈夫；老師、牧者縱有強勢、身份地位和權柄教訓人，

但必須採用溫柔、良善的言語，以溫暖刺透，改變人心的自恃和傲慢。

柔能勝剛，唯有用溫柔、尊重、守候的方式才能幫助我們面對差異、分歧和衝突。它雖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卻是最能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方式。我們不要為證明自己的主權和彰顯自己的能力，或因為無力改變他人而陷入忿

怒之中──情緒也許只有90秒，卻可能影響我們一生。我們要做情緒的主人，不要做它的奴僕。一個得勝的基督

徒，不論思想、情感或意志都要完全委身基督。我們需要正確的動機、態度和方法，不能口說榮耀神，行動卻仍

舊以老我的血氣行事。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民12:3)。被聖經稱許的摩西，是否天生溫柔、謙和的呢？摩西40

歲時充滿正義感，看見自己同胞受到無理欺負，沒有袖手旁觀雖是態度正確，盼望拯救的動機也算合理，可惜他

在怒火當前，沒節制，錯用粗暴的方式，把埃及人打死了。其實貴為王子，他大可以諸般方法去解決而不是親自

動手──這明顯是怒火蓋過理智，衝動勝過計劃，最終王子變成野獸，結局令人惋惜(出2:11-12)。

摩西的謙和溫柔是從錯誤中覺悟破壞與撕裂；失敗中被訓練自我約束；信靠中學習節制與謙和。因此當他帶

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面對百姓萬般無理，仍能謙和帶領他們，不再「怒而出手」。特別當摩西受米利暗與亞倫毁

謗時，他不為自己辯護，只把事情交託給主，實在是自我約束的成果，就連耶和華也為他伸冤(民12:7)。

近兩年，因着政治取向，社會、家庭、朋友之間互相撕裂。其實意見不一乃是人生常態，我們也不可能一輩

子只與意見相同的人共處。因此，我們不能粗暴地改變對方，而是要求同存異。在差異之中，我們要學習尊重與

溝通，以溫柔德行、無為的品格改變他人，這是神給予我們的使命。

三、向上帝「更新信靠」
耶穌引用詩篇37:11節的前半句：「但謙卑的人必承受地土，可以享受豐盛的平安。(新譯本)」及37:9：「因

為作惡的必被剪除，但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原來「謙和」在這裏有「等候耶和華」的意思。而且「承

受地土」不是結局，最終能得享平安才是詩人所重視的。

耶穌喜歡引用群眾耳熟能詳的經文，然後挑戰人慣性的思想、更新人的信念。人都習慣聚焦於自己的內心和

需要上，因此神要我們轉眼仰望祂，將焦點改為追尋祂的心意。 詩篇37篇的主旨：「當行善，勿為作惡的心懷不

平」，當「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信念崩潰之時，他們必須更新信靠上帝的信心。

猶大被巴比倫所滅，以色列人面對耶穌這種舊概念作何感想呢？當時他們已亡國幾百年，統治者不斷更替，

但仍未能復國，縱有短暫的馬加比王朝(主前166-163)，可惜卻因紛爭內鬥，最終為羅馬帝國所滅。他們一直期

待一位軍事上、政治上、宗教上，甚至神蹟上的彌賽亞為他們重建永恆的王國，他們相信擁有獨立、自主的土

地，便會有平安。因此，耶穌引用詩篇37篇宣告：「他們的土地不是以權謀或以暴力取得，而是因為謙和等候上

帝賜予。」是對他們的盼望拋下一個「大炸彈」。

耶穌所說的土地，不是迦南美地，而是希伯來書所說的永恆安息之地！這不但挑戰他們錯誤的盼望，也帶給

他們一份適時的安慰、黑暗中燃點的亮光！要進入安息之地，得着真平安就必須進入神的國。這是當時亟欲復國

的以色列民所不能理解的，因此耶穌必須先更新他們的信念，才能幫助他們明白。

能夠承受地土的人，是一群擁有能力的人，他們並不如自己所想像般軟弱無力。不過，他們需要更新信念，

因為懂得靠神的弱者才是真正的強者。能進入神國才能得享真安息、真平安、真滿足。「謙和、溫柔」對自己呈

現克制、節制，與他人尊重溝通。向神的心是柔軟順服的，願意敞開心扉，是「等候耶和華」之意。

以色列人多次向神申訴、哀求，看見神蹟就歡天喜地感謝神；但一旦失去利益，便不斷埋怨。聖經稱這等人

是「心硬、剛硬、石心」，利益當前，他們會放棄神，甚至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耶穌早知群眾的心硬，故一而

再、再而三更新他們的錯誤思想，盼望他們「更新信念」，可惜他們聽而不聞，視而不見。門徒也有舊信念，

當耶穌被捉拿之時，彼得拔刀，耶穌就糾正跟隨祂三年多的門徒，必須還刀入鞘(太26:52-53)，門徒的信念要更

新，何況你和我呢！ 因此，我們受挫折時不要灰心，就如耶穌受苦也沒有動搖救贖人的心志，因為耶穌說：「我

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太11:29)

總結
弟兄姊妹，面對不公的現實或不順的環境，我們會否自怨自艾或暴跳如雷？看着惡人通達、良善被欺負的時

候，會否懷疑神的公義？今天的經文提醒我們，面對逆境、挫折之時，不要着急，也不要失去盼望；要放棄以自

我為中心的舊信念，更新信靠、回歸信仰。我們既了解世界的本相，同時又了解神的主權，堅信祂仍然坐着為

王。

真正的滿足不是以「得到」為基礎，因為世上任何的收獲都是短暫的。唯有以神為主，基督居首才會令我們

活得有意義，並且有真正的滿足：謙謙和和地面對逆境，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容，與弱勢群體共存同活，和應主

的使命，為他人、為自己帶來神永恆安息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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