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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他必使
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瑪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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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ather's Love Begotten (Flor Peeters)........................ 司      琴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165首 求主進入我心 ...............................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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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信眾齊迎主降臨............................ 會      眾

 主基督降臨  (譯：方兆雄，歌曲版權屬Josef Weinberger Limited）

 主基督初次降臨──誕生在伯利恆。萬籟靜悄，太初真道蒞臨人類塵世；

 馬利亞深知道，牢記心中反覆思念：神子竟捨天家寶座，在她懷中安憩。(唱兩次) (間奏轉調)

 耶穌，至高的聖名  世頌129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耶穌，至高的聖名，美麗的救主，榮耀之君。以馬內利，神與我同在，

 賜福救贖主，永生之道。（升調，重唱一次）（間奏轉調）

信眾齊到主前（中文歌詞版權屬浩聲讚祂詠團所有；歌曲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蒙許可使用。)

 1. 信眾齊到主前，高唱凱歌歡欣，信眾齊來邁向美哉伯利恆。

     心意盡獻奉，聖嬰降生為王，（副歌） 

 2. 看！榮美天庭，天使和唱高聲，啊！聽屬神萬眾天軍歡呼讚美，

     璀璨萬世代，至高永生父神！（副歌）  

 3. 看！純潔嬰孩，卑降世間新生，世界萬民頌讚救主衷心敬拜！

     真理耀遠近， 尺軀載真來臨。（副歌）（間奏轉調）

 (副歌) 信眾伏拜稱讚揚，謙恭同詠天恩深，感恩歡呼讚頌主基督降世！ 

 主基督降臨（譯：方兆雄，歌曲版權屬Josef Weinberger Limited）

 主基督將要再來──乘著雲彩降臨，祂的話語勝似寶劍，能刺入與剖開、

 分辨靈魂心意，迎接得救贖的眾民。願主基督祢快來臨！全地和應：「阿們！」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賽61:1-4,8-9..........................................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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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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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樂   Music Offering .......Arioso from Cantata BWV 156 (J. S. Bach) (較早前錄影) ........雙簧管獨奏

祈禱時間   Pastoral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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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明遠傳道     領詩：姚鳴德執事

司琴：余家瑋姊妹     



講      道   Sermon ..................................講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太5:9).............................. 吳彩虹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393首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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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143首 信徒歡唱 ........................................ 會      眾

祝      福   Benediction................................................................................................................... 吳彩虹牧師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世頌564首 祝福頌.....................................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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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ome, O Come, Emmanuel, Op.100 (Flor Pe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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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禧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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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mas' Undecideds
             Presider: Ms. Yolanda Liu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fb LIVE)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吳慧儀博士   講題：我能為主獻甚麼？

主席：林少琼牧師   領詩：黃念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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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本會少崇(六)          停     

培中崇拜               停

培中少崇               停

普通話崇拜            

兒童崇拜(親子)       

English Worship   

    每 日 讀 經 樂 享 聖 筵

 (日)  撒迦利亞書     五章

 (一)  撒迦利亞書     六章

 (二)  撒迦利亞書     七章

 (三)  撒迦利亞書     八章

 (四)  撒迦利亞書     九章    

 (五)  撒迦利亞書     十章

 (六)  撒迦利亞書     十一章

（三）「第二聖殿」

所羅巴伯約於主前520奠立聖殿的根基，並於主前515年將聖殿重建完

成。其後，於主前169年至167年間，安提阿古四世先後曾搶掠聖殿的

貴重器皿，以及將聖殿獻給「奧林匹克宙斯神」並將

用豬肉煮的湯灑在律法書上等惡行。隨馬加比起義

後，猶大・馬加比於主前148年帶領並安排潔淨聖殿，並

舉行重獻聖殿和祭壇的典禮。重獻聖殿的事件也成為

現今獻殿節（Hanukkah）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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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 

※902

-

-

※26

※14

-

※103

※21

-
※41

線

上

線

上

※ 線上人數
線上崇拜
瀏覽總人數    5702(截至15/12)

崇拜總人數   



查經祈禱會(周三)
線上瀏覽總人數1571 (截至15 /12)
早上9時 (網上直播，上午及晚上聚會合併) 
負責同工：郭健民牧師
查考經文：路6:37-49

訃聞
◆ 本教會前任傳道張翡翠姑娘早前在芝加哥安息

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2 0 2 0 年 1 2 月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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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寮事工
◆ 泰國韋雅達傳道於聖誕節期間前往寮國北部

協助多間克木族教會籌備佈道工作，求主保
守他的行程，使用他的服侍，讓更多克木族
人聽聞福音，願意接受主耶穌為救主，歸入
神的名下。

◆ 泰國便雅憫傳道所服侍的渣巴教會於聖誕節
舉行佈道會，求主感動渣巴村拉怙族人接受
福音，願意離棄偶像，信靠耶穌。

會友消息
◆ 周子俊弟兄、黃慧雯姊妹將於12月26日(六) 

下午2時正，在本教會舉行婚禮。

為這世代守望祈禱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

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祂名稱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
君。』」(賽9:6)耶穌基督是以和平掌管萬有
的君王，願我們的心有空處為主，求和平的
君進入我心，掌管我的一生。

◆ 記念研發新冠肺炎疫苗的機構，繼續有良好
的工作進展，讓疫苗有效和安全地使用；期
盼比較貧窮的地區也可以得到疫苗的供應。

◆ 未來的一年和社會的處境將會如何，都不是
人能夠知道的，但我們知「誰掌管明天」，
願我們繼續安心地倚靠祂。

◆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
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4:6) 

早上祈禱會設網上直播，會後可重溫。

會聞
◆ 原定於12月23及24日(禮拜三及四)兩晚舉

行的聖誕音樂崇拜，將合併於12月23日(禮
拜三)晚上七時半在教會臉書及YouTube
開始直播，錄播收看期限至12月25日凌晨
止。12月23日周三查經祈禱會(上午及晚上)
將合併於上午九時正在教會臉書直播進行。

◆ 謹定於12月25日(禮拜五)上午十時半在教會
臉書直播聖誕崇拜，錄播收看期限至12月
26日下午六時止；浸禮、嬰兒奉獻禮及感恩
聚餐延至明年舉行。

◆ 原定於12月27日(主日)舉行的會友交流會取
消。會友如有任何查詢，可與有關教會同工
聯絡。

◆ 二零二零年會友年終感恩崇拜將改於12月
30日(禮拜三)上午九時正在教會臉書直播進
行，並與當天的禱告讚美會合併。二零二零
年會友年終大會則謹定於12月30日(禮拜三)
晚上八時正在大禮堂舉行，敬請會友攜帶會
友證依時出席。年終大會後隨即舉行十二月
會友月會，敬希垂注！

 [以上直播聚會開始後，弟兄姊妹可於任何時
段參與網上聚會。教會將視乎最新疫情狀況
及政府的限聚規例，決定可否同步安排現場
聚會。請會眾留意教會網頁及臉書發出的最
新消息。]

鑑於弟兄姊妹的需要，本教會2021年月曆印刷
版、樂享聖筵讀經記錄咭及2021年第一季真理
教導課本將於2020年12月26日起派發。2021
年月曆請到汽車出入口保安室索取，每個家庭
一本，數量有限，派完即止。(由於今年為首
次實行減印至往年一半數量，歡迎提供寶貴意
見，以作下年度印製數量參考。)
2021年第一季真理教導課程及樂享聖筵—與耶
穌深度行2021讀經記錄咭請到G03室取用。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極其嚴峻，弟兄姊妹應考慮
自身安全，再決定是否前來教會取用上述物
品，以減少外出和降低染疫機會。願主保守看
顧，在主裏有平安！

2021年月曆、課本及讀經記錄咭派發最新安排



聖誕特備兒童節目「星光陪住你」
日期：12月23日 (禮拜三)
時間：晚上7:00-7:15 
形式：教會YouTube直播
內容：聖誕故事、信息、詩歌

＊歡迎幼稚園及小學生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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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Dec 2020(Sun)
Title:  Diotrephes: “Christmas with the 
         Shepherd and the sheep”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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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組專題講座
主題：健康的倚賴～彼此接近，享受親密
日期：12月20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4:30
形式：YouTube 直播
內容：學習認識在建立親密關係過程中，個人

的需要和風格。
講員：劉佩婷博士(建道神學院輔導系系主任)
對象：現正拍拖，適婚弟兄姊妹或有興趣人士
查詢：高葆華同工(電話:27674250)

         周偉豪傳道(電話: 27674244

誠聘校長
本會屬下九龍城浸信會嘉福幼稚園誠聘校長一
職，須於2021年4月1日或之前到任，
申請截止日期為2020年12月31日。
詳情請參閱張貼於社關部壁報板資
料或掃描QR Code

社關部屬下學校簡介短片
為讓會眾能對本部屬下學校增加認識和關注，歡

迎掃瞄QR Code觀賞簡介短片，

本週學校：九龍城浸信會嘉福幼稚園。

訓練事工非學分課程：CCF查經
研讀書卷：摩西生平(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
日期：下學期1月19日至5月18日(共15課)
時間：逢禮拜二，早上班上午10:00-12:00；
         晚上班下午7:30-9:30
對象：恆常出席成長班或女傳道會之班員(須獲

主任導師推薦)、慕道者(須有推薦人)，並
且有志深入查經及願意長期參與者(須經
網上面試)

要求：須完成每週功課及出席課堂
截止：1月3日

報名：掃瞄QR CODE網上報名
查詢：方憬仁傳道(電話:27674222)
備註：因應疫情需要，或改為網上聚會。

《十二月聚會一覽》
23/12

晚上七時      聖誕特備兒童節目「星光陪住你」

         (教會YouTube直播)

晚上七時半   聖誕音樂崇拜

         (教會臉書及YouTube直播)

25/12

上午十時半   聖誕崇拜(教會臉書及YouTube直播) 

30/12 

上午九時      年終感恩崇拜(大禮堂)

晚上八時      年終大會、月會(大禮堂)

訓練事工
為了方便本教會弟兄姊妹交回訓練事工課程
報名費用，除了可交現金或郵寄支票外，現
可使用轉數快FPSID：160194916，收款人
名稱會顯示為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必須於「訊息」欄輸入訓練事
工學費/書費、科目名稱，學員姓名及聯絡電
話。(如：訓練事工學費/書費，新約概覽，陳小
芬，91115773)，完成後請將付款收據電郵至
training@baptist.org.hk或WhatsApp至訓練事
工專用電話91304916。



清心的人有福了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太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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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方兆雄牧師 記錄：葉秋江姊妹 

前言
「神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詩119:105)詩人假設周遭是黑暗、看不清前路的，因此神的話語就顯

得特別寶貴。疫情至今仍未受控，市民的生活、健康及生計均大受影響，面對憂慮，我們也許會質疑「以馬內

利」──神真的與我們同在嗎？祂的醫治、拯救和公義何時才會臨到？也許，我們可以從今天的經文得到幫助。

 「清心的人」
清心的意思──「清」(katharos)的原文有「清潔、單純、無污染」的意思，英文可翻譯為pure。從猶太信

仰文化(尤其是舊約聖經)中，可以知道「清心」是一種神人關係的緊密連繫。詩24:3-4「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

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已說明如何才配得在神面前敬拜事奉，可

見神要求人在思想、行為和言語上都要純淨，但關鍵是如何才能達到──文士和法利賽人偏向藉遵守禮儀、恪守

律法，在行為上實踐他們的信仰；舊約「清」(tahor)這個字，的確包含禮儀上的潔淨，於是他們對律法變得執

著，甚至定下規矩使人「達至」清心。

內心比表面重要──敬虔的行為可以裝扮，禮儀也可以是表面工夫，然而神告訴我們「聽命勝於獻祭；順從

勝於公羊的脂油。」(撒上15:22下)當神的心意被扭曲，遠離律法原意，神就要責備並審判。馬太福音23章記載

了耶穌以七禍譴責文士和法利賽人，指責他們的心不單不清，甚至污穢不堪！他們嘗試以律法、禮儀幫助自己

建立道貌岸然的形象，然後希望神悅納。可惜，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上

16:7) 

純潔的心靈為神所愛──既然神看內心，那麼耶穌的「清心」有何標準呢？馬可福音記載了耶穌對門徒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

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可10:14-15)我們若將主耶穌對小孩子的歡迎和接納，跟祂對法利賽人的責備和拒

絕作對比，便知道：未被各樣罪惡污染、內心清潔、單純的人正是神所愛惜和樂意祝福的。

「必得見神」
聖潔與罪的張力──至於清心的人為何有福？「因為他們必得見神」。當門徒聽到耶穌這樣說，心情或許會

有點忐忑，因為神曾對摩西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出33:20)神是聖潔的，祂

的榮耀不會隨便向人顯示，因為有罪的人在神面前不能存活，所以神只會向祂所揀選的人啟示。這讓我們明白，

為何先知以賽亞在異象中看見神，會呼喊：「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

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賽6:5)因為人有罪不能見神，而當見神面的時候，就是要面對審判

之時！若然人被神接納，便屬於神所恩免、憐憫的子民，會非常期盼看見神。詩24:7-10描繪了耶和華親臨聖城

的圖畫，神的子民帶著期盼，歡喜迎接祂，其實當中包含了聖潔與罪之間的張力：人一方面知道神是聖潔的，人

沒有資格見神的面，另一方面卻期盼神臨在屬祂的子民中間。

盼望和實現間的張力──猶太人深信神會再來審判全地，彰顯拯救和公義。這訊息在今年「樂享聖筵」讀經

計劃的先知書中尤為突出：「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

賽11:10)。另外，彌迦書第4章提到在末後的日子，耶和華要作王；啟示錄也預言主在末日要再來，審判活人和

死人後，新天新地便會實現(啟22:3-4)。在水井旁遇見耶穌的撒瑪利亞婦人雖不太認識信仰，但她「知道彌賽

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他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約4:25)可是，她卻不知原來這位彌賽亞、

基督、永生神的兒子，正在和她說話。直到耶穌告訴她：「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約4:26)，她才恍然大悟，

放下一切並往城裏去作見證。

人若不信，仍可視而不見──縱使主耶穌已降臨世間，但人若不信，仍可以視而不見。耶穌基督是神，太初

的道成了肉身，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

裏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約10:6-7)祂親自顯現父

神的形象，福音書裏的人是名副其實的「看見」神，與祂吃飯、聽祂教導或被祂醫治，可惜不是人人也「看見」

基督是神。



飽讀律法經書的祭司、文士和法利賽人視耶穌為眼中釘，要釘祂十字架；以為耶穌能為猶太人帶來政治上的

解放而失望的群眾，也高呼「釘祂十字架」。施浸約翰認得主耶穌就是基督，撒瑪利亞婦人相信、彼得承認耶穌

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門徒在見證耶穌復活後也相信他們見到的耶穌就是神、是主。看來，唯有清心的人

才能有福氣看見神，否則，就算神站在人面前，各樣的神蹟也顯明耶穌是生命的主，人仍會視而不見。

當生命終結之時──按聖經形容，當生命終結時，人便得以看見神，所有信主的人也將會與主同在：「塵土

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傳12:7)生命的終結可以是日子滿足而死，這讓人在絕望中仍有盼望，如：「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伯19:25-26)又如

和耶穌同釘十字架的強盜，因真心悔改而與主同在樂園(路23:39-43)；新約教會的執事司提反，為見證耶穌就是

基督被群眾用石頭打死，他將要殉道的時候看見神，主親自讓司提反看見天門打開，迎接這位至死忠心的僕人

(徒7:54-56)。

思想
今天，我們的確活在艱難之中，疫情肆虐一年，人類幾近束手無策。全球經濟大受打擊之餘，人們對生命和

生活也充滿憂慮。聖誕將至，也許會讓我們反思「以馬內利」──神究竟如何與我們同在呢？我們或者會有跟先

知相同的提問，但必須確信神是宇宙的主宰以及歷史的掌管者；祂容許事情發生，是因為祂有自己的旨意和計

劃，正如傳道者睿智的觀察：「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傳3:11下)，只是我們不明白而已。要

像約伯在災難中稱頌神當然是困難的(伯1:21)，然而，聖經卻給了我們啟示，就是終有一天，神的公義和拯救會

得到彰顯。

因此，與其不斷質問，甚至懷疑神的信實，倒不如反思自己是否在神面前是清心的人，抓緊主耶穌基督所宣

告的應許。然而，我們該如何重拾純潔，在神面前成為清心的人，最後得見神？人是軟弱的，我們要如何保持清

心，不行惡也不被牽連？聖經提供了三個方向。 

清心是藉神的恩典賜予、潔淨和恢復──詩篇51篇是大衛的認罪詩，標題：「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先知

拿單來見他；他作這詩」在詩中大衛情詞懇切的認罪，在第10節提到：「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

重新有正直的靈。」大衛承認自己的心不清潔、靈不正直，走了歪路，於是在神面前真心認錯，求神為他造清潔

的心。這裏的「造」(bara)與創世記1:1「起初，神創造天地」的「創造」是同一個字，我們能明白當中的要緊

之處，也讓我們明白為何使徒保羅口中的「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7:18下)很能表達出人

所面對的困局。人必須完全依靠神的恩典，認罪悔改，才能重拾由神所創造的清潔心靈。

清心亦需要培養──我們犯罪得罪神後，如真心向祂悔改，祂便會按祂的應許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重新

有清潔的心和正直的靈。然而，要保持這份清心就要時刻親近神，因為「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雅

4:8)。

我們都知道要時常與神親近。讀經、靈修、祈禱是必須的，可是也可以嘗試使用其他的方法，就像我最近學

會用鋼筆抄寫聖經，當中的過程讓我慢下來，有空間整理思緒，心靈在神的面前也會變得清澈。你也可以嘗試用

不同的方法，或是唱詩、背頌聖經、畫畫等等，讓神的話語潔淨心靈。

需要參與清心追求神的群體──使徒保羅教導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

義、信德、仁愛、和平。」(提後2:22)「清心禱告主的人」就是主耶穌在「第六福」宣告的「清心」，我們實在

需要有同樣是清心的弟兄姊妹，以及教會去幫助我們培養這一份清心。雖然城浸家的實體聚會暫停了，但其實比

以往更繁忙和緊張，因為每項事工也要有應變措施，也請弟兄姊妹私禱時記念。即使仍未習慣網絡聚會，也請珍

惜參與的機會，彼此守望和支持，維繫著神面前清心的群體。

總結
主耶穌宣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我們在神的面前是否清心的人？在亂世中，我們也

許會認為清心沒作用，甚至會令人吃虧，受壓迫。作為主的門徒，我們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中，不是爭名逐利，

而是要在神面前作無瑕疵的兒女(腓2:15)。如果心不清純的話，就會連神的話語也聽不進去，有如在福音書中很

多人不願接受耶穌一樣；甚至會把神的話語、律法變成工具去論斷人、作為籠牢人的網羅繩索，而不是讓人看見

並經歷神的拯救，遠離罪惡而得著自由的恩言。 

我們在準備歡度聖誕之時要思想：神不單在順境之時才與我們同在：在困難之時，神更加與我們同在！我們

需要懇求神的赦免，讓祂為我們造清潔的心，使我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要培養在神面前的清心，而且「要保

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4:23)。最後要珍惜與我們一同清心禱告主的群體，

並且互相扶持。



會牧書簡          
2020年 12月 19日                                  會牧︰梁明財牧師 

主任牧師的叮嚀──教會是高舉基督的教會 
 

感謝神，祂讓我在城浸家中經歷十多個不同事奉崗位的工作，不同的崗位有不同的

學習、磨鍊與成長；在卸下最後的崗位──主任牧師的工作前，我想起保羅與以弗所教

會長老的最後話別（徒 20︰17-35），讓以下的分享作為我送給弟兄姊妹的叮嚀，盼望

在基督裡繼續為教會守望，也能彼此守望。 

 

1. 教會是高舉基督的教會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被捉拿時，向門徒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嗎？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

如此的話怎麼應驗呢？」（太 26︰52-54）經文指出耶穌不是以軍事建國的彌賽亞（基

督），也不是要成為經濟上、政治上的基督，因祂來到地上乃是要成為背負十架、帶來

救贖的基督。 

 

神在地上呼召我們，建立教會，就是建立「高舉基督的教會」(約 8：28，12：32)，

顯明神救贖的恩典。我與大家分享一個深刻的經歷︰三十多年前，在一次短宣的行程中，

我們到達目的地，當地人在歡迎橫額寫上「歡迎浸信會懷恩堂短宣隊」，短宣隊的領隊

周聯華牧師告訴我應該是寫「基督教浸信會懷恩堂短宣隊」，因為最重要的是「基督」，

不是哪一個宗派或教會；周牧師的說話是一個重要的教會觀，也是對我一個不可忘記的

教導、提醒。【註︰台北懷恩堂的全名正是「基督教浸信會懷恩堂」】 

 

在今天複雜、多變的世代中，我仍然堅信並持守教會是高舉基督的教會，不是高舉

甚麼宗派、甚麼人物、甚麼立場、甚麼顏色的教會，因為教會是屬於永生神的教會，「倘

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

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

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前 3︰15-16）願城浸家永遠

是高舉基督、屬於神的教會。 

 

香港的教會近年深受社會政治事件的影響，或者也是信徒藉此反思信仰的機會。信

徒對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的意見是常有的，若因為對一些「政治事件」有不同的「立場」，

並演變成在群體中「立場」先行，或是「唯獨立場」，信徒是否醒察自己視「立場」比

基督更大？看「立場」比「家人」關係更重要呢？是否忘記了在基督裏不同肢體的合而

為一呢？「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你們受浸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

了。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



為一了。」（加 3︰26-28）希望弟兄姊妹珍惜在基督裏彼此相愛、合而為一的關係，「因

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

消滅了。」（加 5︰14-15）我們要實踐用愛心互相服事，在主裏彼此尊重（加 5︰13、

26）。 

 

在主裏合一和彼此尊重的前提下，信徒要醒覺不可利用教會作為個人宣傳立場的平

台，若信徒以教會作為「表態平台」，散播不同的意見立場，教會就變成像耶穌時代的

聖殿，在聖殿的包裝之下，成了某些人進行種種商業利益活動的地方，聖殿不再是「萬

民禱告的殿」（可 11︰17），人把「父（神）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約 2︰16）；

當教會不再是讓人單純地與耶穌基督相遇的地方，不再是讓人在心靈有需要時尋得平安

的地方，不是萬民、以致不同意見的人可以向上主禱告、親近父神的地方，反而是令人

聯想到「立場」、「顏色」之所，甚至可能變成只容納「某些人」的「教會」；這樣，

教會還可以是屬於基督的教會嗎？我祈求教會的主保守城浸家，可以幫助背負不同勞苦

重擔的人來到教會、來到耶穌基督面前，經歷到主賜予的真正安息(太 11：28-30)。 

 

2. 再思神話語的叮嚀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

群。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徒 20︰28-

30）神藉保羅的叮嚀，提醒教會弟兄姊妹要儆醒，防備撒但傷害基督教會的破壞工作，

這也是耶穌在登山寶訓中的教導，「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裏來，外面披著

羊皮，裏面卻是殘暴的狼。」（太 7︰15） 

 

面對現今的世代，神話語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提醒，就是要小心分辨「包裝的信仰」、

「包裝的身份」、「包裝的言語」，披著羊皮的狼是包裝的假師傅（彼後 2︰1-3；提後

3︰1-9），因此，我們要記得神的囑咐︰「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

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

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謬的言

語。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做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提後 4︰2-5） 

 

神的話是最好的叮嚀，因此，作為主任牧師在最後日子寫下的牧函，我盼望以神的

話與弟兄姊妹共勉，或者有人會覺得所分享的有點厭煩、有點「離地」，但我求神保守

我不會「離開主」（約 15︰1-10）；我更祈求天父幫助每一個誠心仰望祂的兒女，雖然

活在並無新事的日光之下，但卻有從日光之上而來的屬靈洞見──「這些事都已聽見了，

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

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傳 12︰13-14） 

 

願天父的恩手繼續帶領教會和保護你們！ 

 

梁明財牧師 



九龍城浸信會十二月份會友月會議程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禮拜三)年終大會後                     地    點︰大禮堂
主席︰張啟文執事                     書記︰梁金雄弟兄                   領    禱︰主   席

　甲、報告事項
一、 香港基督少年軍原定於12月30日(三)賣旗籌款，經十一月份會友月會通過，當日上 

  午8時至下午5時可免費借用地庫B01室作旗袋收集站；因疫情持續反覆，該會現決 

  定取消實體賣旗，並取消有關借堂申請。

二、聯誼部部員章寶瑤姊妹、周玉貞姊妹及林國泉弟兄請辭，其中一個部員空缺由該部 

  候補歐玉芳姊妹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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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克輝弟兄 11月14日 吳彩虹牧師

2. 謝麗霞姊妹 11月18日 林少琼牧師

3. 黃連贊弟兄 11月22日 曾智聰牧師

4. 何   忠弟兄 11月26日 吳彩虹牧師

5. 曹彩雲姊妹 11月29日 林少琼牧師

6. 伍松卿姊妹 12月5日 林少琼牧師

二、羅慈惠姊妹原屬浸信宣道會明基堂申請加入本教會為會友，由會友曾智聰牧師、林 

  少琼牧師保薦，業經馬穎儀牧師查明信仰相符，應否通過接納案。

  建議：通過接納。

三、鑑於主任牧師於2021年1月1日起出缺，執事會提成立會務組處理會務，成員包括： 

  曹偉彤牧師(組長/特約顧問)、方兆雄牧師(副組長/聖樂主任)、吳彩虹牧師(牧養主

  任)、郭健民牧師(行政主任)、馬穎儀牧師(差會主任)及梁明財牧師(義務顧問)，任

  期由2021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或主任牧師到任止，以較早日期為準，應否通過 

  案。

  建議︰通過。

四、香港浸信會聯會來函囑推派2021年年會代表七十五名、三年任理事五名；提名各部 

  候選人、浸會大學諮議會成員及校董會成員，應如何推派案。

  建議︰通過如下── 

  1) 2021年年會代表名單

  方兆雄  吳彩虹  馬穎儀  郭健民  李潔珍  林少琼  陳沛偉  陳   淳  陳詠恩  曾智聰   

  勞家怡  鄭嬋芳  鍾志賢  王秀慧  王寧添  方瑞文  司徒慶然  何建宗  何鏡明

  何鏡煒  余詠卿  李少強  李家暉  高希正  林均堂  姚鳴德  柳思偉  范榮基  張啟文   

  陳子豐  陳國偉  陳耀光  温恩智  馮國雄  黃文威  葉小燕  葉瑞賢  趙麗文  鄧汝田   

  鄧錦輝  黎達強  鄺敏端  羅耀嫦  譚永昌  關金銘  龐志偉  嚴賀蘭  饒炳剛  方慧雯

  白智信  何燕萍  林英偉  張家寶  梁力恒  梁名遠  梁明財  梁頌然  陳國煌  麥蘊嫻   



   黃志言  黃家偉  葉妙琼  葉焯雄  葉賜添  葉耀昌  潘慶輝  蔡曼棠  鄭啟和  

  黎耀民  蕭國強  錢景濤  鄺紹民  關兆奇  饒麗嫺  權百歲

  2) 三年任理事五名︰黃文威、郭健民、何鏡明、李少強、高希正

  3) 各部候選人提名如下──

  神學部：何建宗、黎達強          培訓部︰錢景濤

  福利部︰蔡曼棠 中小學及持續教育部︰何鏡明

  幼兒教育部︰葉賜添                浸會園委員會︰陳國偉

  醫務部︰何鏡煒                    社會服務部：白智信

  4) 浸會大學諮議會成員︰何建宗、潘慶輝

  5) 浸會大學校董會成員︰王寧添

五、 梁明財牧師將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退休，其香港浸信會聯會當然理事崗位應 

  如何替補案。

  建議︰由方兆雄牧師代替梁明財牧師代表本教會擔任當然理事，由二零二一年一 

   月一日起生效；並由梁明財牧師替補方兆雄牧師之餘下理事任期，任期由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六、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來函囑推派會員堂代表四名，應如何推派案。 

  建議︰推派黎達強執事、温恩智執事、陳耀光執事及林均堂執事擔任。

七、 謝仲軒傳道擬申請修讀建道神學院神學碩士課程(部分時間)，應否通過推薦案。

  建議︰通過推薦。

八、 李雅詠傳道擬申請修讀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道學碩士(進修)課程(部分時間)，應否通 

  過推薦案。

  建議︰通過推薦。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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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獅警衛有限公 

  司」，由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0月31日總額合共港幣438,672元，並授權 

  事務部幹事代表教會簽約確認，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十、 差會建議繼續資助創啟地區策略伙伴SK 2021年的訓練津貼及建設資助，合共港 

  幣120,000元，應否通過資助案。

  建議︰通過資助。

十一、差會建議資助創啟地區四位自由傳道2021年度生活津貼，合共港幣127,500元， 

  應否通過資助案。

  建議︰通過資助。

十二、差會建議繼續資助Pastor V服侍本地跨文化事工，2021年合共資助港幣120,000 

  元，應否通過資助案。

  建議︰通過資助。



耆壯部

耆英組

1.  加略山成長班

  *陳婥芬、*鍾志賢、羅耀嫦、葉觀蓮、 

    林秋容、黎寶珠

2.  基利心山成長班

  *馮潔儀、黃煒玉

3.  他泊山成長班

  *陳婥芬、*曹啟明、黃金雄、譚少菁、 

   張慶運

4.  何烈山成長班

  *馮淑冰、*陳婥芬、陳宇寧、余瑞蓮

 

手語事工

傳譯組：吳逸仙、羅國強、郭雅櫻、

     周麗霞、陳兆琪、林珮珊、

  黃素芬、曾志偉

關顧組：盧淑貞、陳梅珍、周修正、

  鮑潔仙、方恩恩、鄧月美、

            區翠美

  

壯年組

1.  約書亞成長班

  *勞家怡、*潘佩施、章寶瑤、楊申才、 

   姚麗麟、 鄭啟和、黃小華

2.  亞倫成長班

  *鍾志賢、黎   灼、何勝棣、胡麗儀

3.  但以理成長班

  *張志堂、徐志海、曹祖泉、羅榮方、 

   何鏡明、林寶華、鄭錦芬、劉玉清

4.  以諾成長班

  *張志堂、何勝棣、張艷貞

5.  瑪拉基成長班

  *陳小玲、源美蘭、鄧燕嫦、柯潔君、 

   余碧雲、陳美恩、關蕙菁、江荷賢、

   黃煒玉

6.  挪亞成長班

  *陳小玲、羅耀嫦、姚淑琼、權百歲、 

   蔡曼棠、戴燕華

 

5.  西乃山成長班

  *張志堂、崔敏珠、鍾慕貞、柯潔君、

   張文富、老咪霞、陳瑞儀

6.  迦密山成長班

  *張志堂、李秋華、黃詠賢、高德全、 

   曾廣鴻、王玲玉

7.  各各他山成長班

  *馮潔儀、馮劍勵、黎   灼、徐   明、

   謝子馨、麥潔冰、李曼玲、陳少蘭

8.  黑門山成長班

  *勞家怡、陳美顏、姚麗麟、何淑萍、 

   陳玉鳳

7.   彌迦成長班

  *陳婥芬、溫恩智、鄺敏端、嚴賀蘭、 

   袁大衛、何勝棣、趙志恆、姚鉅雄

8.  迦勒成長班

  *鍾志賢、黃瑞鈺、權百歲、蔡曼棠、 

   劉翠珍、楊申才

9.  以賽亞成長班

  *勞家怡、余佩玲、何國魂

10. 摩西成長班

   *陳小玲、饒炳剛、陳英侶、陳肖娟

11. 以法大成長班

  *潘佩施、譚毓璋、陳兆琪、徐　明

12. 那鴻成長班

  *馮潔儀、譚永雄、羅倩明、趙恩澤、 

   何貝賢

13. 所羅巴伯成長班

  *曹啟明、李少強、林寶興、馮潤娣、 

   黃伊群、曹淑芳

十三、本教會耆壯部、成年部、青少部、兒幼部及英語事工提2021年度導師名單，應否 

  通過接納案。

      建議：通過接納2021年度導師名單如下──



成年部

1.  約珥成長班

  *朱在慈、*盧雪心、楊慶峯、鄺青峰、 

   連永基、 蔡敏宜、吳華欽、奚娥金

2.  約西亞成長班

  *陳沛偉、*洪佩茜、陳宇恩、陳永華、 

   梁婉馨、 黃美思、簡念慈、鄭敏儀、 

   陳震銳、 姚潔芬

3.  以西結成長班

  *謝仲軒、*劉銳鋒、余金蘭、賴福笑、 

   戚偉立、 錢景濤、邱   琳、劉麗卿、 

   陳梅珍

4. 哈該成長班

  *馬穎儀、馮國雄、張國維、歐建雄、 

   朱淑玲、黃詠櫻

5.  以利沙成長班

  *饒炳德、陳子豐、吳瑰媛、陳佩清、

   丘佳華

6.  哥尼流成長班

  *饒偉利、陳大俊、李培生、李燕玲、 

   凌桂芳

7.  撒母耳成長班

  *李美儀、*羅明遠、李少強、余詠卿、 

   林寶興、 劉玉芬

8.  希西家成長班

  *陳   淳、黃贊科、麥偉民、黃永豪、 

   李佩如、黃家偉、張穎詩、許偉良、 

   黃敬珊

9.  柏齊雅成長班

  *陳   淳、高葆華、馮潤娣、黃伊群、 

   黎寶珠

10. 阿摩司成長班

  *饒炳德、葉觀蓮、鄭啟和、梁鈞良、 

   蔡敏宜

11. 撒迦利亞成長班

  *謝仲軒、趙麗文、鄭敏儀、池美貞、 

   馬先芬、史文正

12. 路得成長班

  *饒偉利、余金蘭、馮普育、黃瑞鈺、 

   胡麗華、陳梅珍

13. 基甸成長班

  *陳   淳、何建宗、梁力恒、鄭錦芬、 

   謝雪娟、黃雪玲、劉維堅、郭笑芳

14. 大衛成長班

  *謝仲軒、*陳詠恩、姚鳴德、何進紅、 

   羅榮方

15. 耶利米成長班

  *郭健民、余金蘭、葉小燕、黃文威、 

   陳慕真、趙恩澤、劉文輝、張振輝、 

   吳國培、葉長寶

16. 哈巴谷成長班

  *饒偉利、柳思偉、林月雲、林美倩、 

   梁燕芳、陳碧霞、梁麗芳、曾慧行

17. 尼希米成長班

  *吳彩虹、*劉詠基、龐志偉、黃迅恩、 

   趙麗文、 鄭坤英、老咪霞、周貴昌

18. 亞希雅成長班

  *方憬仁、*吳彩虹、司徒慶然、

   易婉雯、吳傳坤、彭小玲、劉淑嫻、 

   梁啟昌、黃寶玲

19. 約拿成長班

  高希正

20. 以斯拉成長班

  *李美儀、鄧錦輝、徐君韻、方慧雯、 

   胡路雲、黃嘉馨

21. 拿單成長班

  *李美儀、何鏡煒、蕭碧蕊、劉永彪、 

   黎寶珠

22. 以利亞成長班

  *曹啟明、范榮基、葉瑞賢、黃文謙、 

   潘以慧、譚少菁、葉穎麟

23. 所羅門成長班

  *曾智聰、饒麗嫺、羅寶儀、葉國華、 

   潘錦琼、莫廣南

24. 米該雅成長班

  *陳沛偉、馮國雄、張啟文、丘世武、 

   洪寶蓮、徐順蓮、黃振榮

25. 雅比斯成長班

  *朱在慈、王佩雯、鄭家文、連永基、  

   張力行

26. 約沙法成長班

  *陳沛偉、何貝賢、謝智莉、許偉良



青少部

1. 腓利門成長班

  *馮慧敏、張榮光

2. 腓力成長班

  *明頌恩、*葉嘉慧、王韻妍、吳國通、 

   余靄明

3. 路司得成長班

  *魏文俊、*黃榮基、*姚禧嘉、

   梁瑋文、 周翠雯、 梁展浩、馬先富

4. 希伯崙成長班

  *鍾家威、王寧添、陳慧芬、麥嘉雯、 

   黃   駿、聞琪琪、陳志源、張燕媚、

		 	勞千乘

5. 伯特利成長班

  *李靈亮、黃詠賢、容詠賢、任致芹、 

   王凌峰、麥蘊嫻、洪琼霞

6. 以馬忤斯成長班

  *李嘉焯、鄭換好

7. 提摩太/司提反成長班

  *馮慧敏、*李靈亮、*曾智聰、

      池美貞、  賀   鈴、 張榮光、

      陳燕波、  莊			誼

兒幼部

1. 週六晚高小兒崇

  *李潔珍、周鴻瑩、*林少琼

2. 週六晚初小兒崇

  *李潔珍、李紫琪、楊惠然、楊   柳、 

   許頌儀

3. 週六晚幼兒崇拜

  *胡美華、張偉香、溫燕凌

4. 主日清早高小兒崇

  *李潔珍、歐陽振權、趙碧蓮、韓美玲

5. 主日清早初小兒崇

  *李潔珍、梁小美、郭笑芳、湯美恩

6. 主日清早幼兒崇拜

  *盧雪心、黃彩霞、李寶華、王玲玉、 

   李瑞珍、范煥珍

7. 主日午高小兒崇

  *吳家祺、司徒慶然、陳紫明、

   胡路雲、易婉雯、梁力恆、葉慧娟

8. 主日午初小兒崇

  *吳家祺、柯寶麗、詹碧雯、羅淑鈿、 

   胡美珠

 

8. 彼得成長班

  *明頌恩、*葉嘉慧、王秀慧、杜文康、 

   高樂謙、黃凱琪、蘇彥強

9. 腓立比成長班

  *魏文俊、陳國偉、關蕙菁、吳晃榮、 

   梁少權、梁展健

10. 加利利成長班

  *李嘉焯、鄧汝田、單美倫、陳家偉

11. 安提阿成長班

  *鄭嬋芳、方瑞文、李嘉慧、莫啟良、

       鄭百翔

12. 基督少年軍 (97) (中級組)

  隊牧︰*郭健民     副隊牧︰*曾智聰

  隊長︰鄧錦添

  鄭明慧、廖家麟、馮泳霖、李庚蔚、 

  劉蕙鈞、黃凱琪、范頌恩

13. 基督少年軍 (40) (中級組)

  隊牧︰*郭健民     副隊牧︰*曾智聰

  隊長︰周敏如

  陳玉蓮、李擇曦、鄧棨哲

 

9. 主日午高班幼崇

  *胡美華、曹毅珍、黃健富、汪慧心、 

   張嘉麗、黃秀珍、羅慧儀

10. 主日午低班幼崇

  *胡美華、何婉筠、張乃真、林慧芳

11. 主日午學前幼崇

  *盧雪心、奚美寶、倪美英、周素貞、 

   施德慧、鄺淑霞

12. 馬太

  *吳家祺、唐麗琪、鄺淑霞、蔡詠琪

13. 馬可

  *李潔珍、劉瑞賢、陳潔貞、韋桂沂、 

   黃綺恒、岑倩雲

14. 便雅憫成長班

  *胡美華、麥蘊嫻、黃嘉馨、張偉香、 

   鄭玉英、梁   頴、吳韻韻

15. 亞設成長班

  *盧雪心、廖翠文、郭惠蘭、郭惠娟

16. 仁愛成長班

  *吳家祺、鄭百翔、馬寶娟、蕭志偉、 

   施德慧、蕭儀娟、鄭   敏、劉少鳳



17. 喜樂成長班

  *吳家祺、王麗霞、梁志華、梁尚儀、 

   伍潔瑩、蕭婥鋌

18. 和平成長班

  *李潔珍、鄧劍卿、林秀文、范潔芝、 

   梁永順、林美詩、陳愛玲

19. 約瑟A成長班

  *胡美華、朱嘉信、潘美玉、鄧惠蓮、 

   倪   穎、*洪佩茜

20. 約瑟B成長班

  *胡美華、姚雪珍、李芷恩、朱柏卿、 

   許斯斯、蕭婥鋌

21. 約瑟C成長班

  *胡美華、朱嘉賢、張韻嫣、方紫雲、 

   冼婉芬

22. 利未成長班

  *盧雪心、彭小青、梁永恩、黄曼怡、 

   岑潤芝、于美娟、陳燕波、張莉洵

23. 週六晚兒護

  *盧雪心、黎婉媚、許惠霞、鍾運開、 

   李秀芳、何玉妹

24. 主日清早兒護

  *盧雪心、湯碧珍、陳慧瑩、吳細貞、 

   李玉儀、丘愛蓮

25. 主日早兒護A

  *盧雪心、*陳詠恩、麥潔冰、李寶英、 

   朱琴清、 李細鳳、周婉玲、王桂萍、 

   朱嘉賢、 梁豔玲、蕭瑞琼、吳細貞、 

   沈銘潔

 26. 主日早兒護B

  *盧雪心、*陳詠恩、張從心、

   林楚英、 姚詠思

英語事工

*徐子恩、鄒盈道、廖彩鳳、蔡珏婷、

 崔珮怡、鄭德儀

27. 主日午兒護A

  *盧雪心、*陳詠恩、張敏兒、鄺敏端、 

   黃   妹、 鄭肖芳、麥淑芳、柯彩霞、 

   冼苑媚、 劉彩英、張兆華、鄭麗英、 

   蕭瑞琼、 畢愛樂

28. 主日午兒護B

  *盧雪心、*陳詠恩、馮劍勵、

        張敏兒、 黃淑卿、何婉芬、

        黎惠芬、 張   琼、關艷娥、

        楊   桃、 蕭麗貞、楊寶靈、

        吳細貞、 鄭煥寶

29.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幼級組)

  隊牧：*郭健民     副隊牧：*胡美華

  隊長：鄧錦添

  鄭換好、李家穎、蔡敏宜、周子俊、 

  陳秉量

30.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初級組)

  隊牧：*郭健民     副隊牧：*李潔珍

  隊長：鄧錦添

  張愛麗、徐阜初、陳志豪、蘇彥強

31.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家長組)

  隊牧：*郭健民     副隊牧：*陳詠恩

  隊長：鄧錦添

  *盧雪心、蔡敏宜

32. 基督少年軍40分隊 (初級組)

  隊牧：*郭健民     副隊牧：*吳家祺

  隊長：周敏如 

  許斯斯、周美儀、周詠詩

(註︰姓名下加一線者為主任導師、*為主任牧師委派的傳道同工、粗黑體者為新加入之導 

   師)



十四、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來函擬於2021年4月18日(主日)下午2時至8時借大禮堂、副堂 

  台及會客室舉行2021聖樂培靈會，借用鋼琴、風琴並一切音響、錄影轉播設施及 

  15個車位；並於2021年4月16日(禮拜五)晚上7時至10時綵排；請求豁免借堂費， 

  應如何決定案。

  建議︰通過，借堂費收後捐回，服務費照收。

十五、人事委員會提特聘李美兒姊妹為本教會幹事，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1年1月2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十六、人事委員會提聘請林于謙弟兄為本教會傳道，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1年2月2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十七、九龍城浸信會建議去函社會福利署及教育局申請屬下的長者鄰舍中心及彩坪閱覽 

  室由2021年4月1日起，正式移交給九龍城浸信會社會服務處有限公司；九龍城浸 

  信會將會繼續以社會福利署與教會80%比20%的比例資助長者鄰舍中心，而彩坪閱 

  覽室的資助模式亦會維持不變，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十八、下月月會主席應推何人擔任案。







九龍城浸信會 兒幼部

第八屆 導師訓練課程

上課日期

(1) 2021年 2月18日 至 5月27日 及

(2) 2021年 6月3日 至 9月23日

逢 禮拜四 晚上7:30 至 9:30

課程內容：
1. 實用科: 個人靈命成長、兒童心理學、教學法等; 
2. 經 科: 新舊約導論、書卷詮釋學、兩約之間等

要求：
1. 參加者必需為本會會友
2. 曾參加成長班兩年或以上
3. 出席訓練課程所有課堂﹑完成指定作業及考試合格
4. 必須由熟識報名者之本會牧師/傳道同工/成長班導

師推薦
5. 出席約見面談

或下載報名表格 填妥後 於崇拜前後交「會友服務處」
或 於辦公時間內交五樓辦公室辦理

如有任何查詢, 

請與陳詠恩傳道或兒幼部同工洽談

網 上 報 名

截止報名

2021年 1月10日

(午堂崇拜後1:3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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