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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一月廿三至廿四日       周六崇拜：下午6:00  主日崇拜：上午8:30, 10:00, 
                                                                                                                                                   11:45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
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

會務組︰曹偉彤(組長/特約顧問) 方兆雄(副組長/聖樂主任) 吳彩虹(牧養主任)

        郭健民(行政主任/外展主任) 馬穎儀(差會主任) 梁明財(義務顧問)

主任牧師行政助理：林靜霞

音樂訓練幹事︰黃念郇*



序      樂 Prelude.........................................《永恆天父，大能救贖》 .........................................司      琴

                                                Eternal Father, Strong to Save (M. Gaspard)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15首 主為保障 ....................................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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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 抬頭仰望萬王之王 ........................... 會眾立唱                                                                                        

 抬頭仰望  (中譯：張美萍；歌曲版權屬Birdwing Music/ BMG Songs, Inc.）

抬頭仰望，仰望永生王。屈膝祂寶座前歡唱，尊榮屬於祂，頌讚永不停。

齊來歡呼，榮耀頌讚歸萬王之王。(唱兩次) (間奏轉調)

擁戴祂為王 (世頌4首，中文譯作屬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蒙許可使用。）

1. 擁戴祂為王，擁戴祂為主，奇妙神，安慰師，全能真神； 

    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祂要掌權到永遠，祂要掌權到永遠。(間奏升調)

2. 擁戴祂為王，擁戴祂為主，奇妙神，安慰師，全能真神； 

  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祂要掌權到永遠，祂要掌權到永遠。(間奏轉調)

擁戴主為王  (世頌114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擁戴萬有之王！羔羊在寶座上，聽啊！天上歌聲嘹亮，聖樂掩壓群響；

    我心醒來同唱，頌主救贖洪恩，歡呼主為萬王之王，千秋萬歲無疆。

2. 擁戴生命之王！祂有不朽永生，征服陰間，復活得勝，信徒永蒙救恩；

    主升高天之上，聖徒頌其尊榮，藉主捨命永勝死權，聖民永享福樂。

3. 擁戴和平之王！王權何等尊榮，統管全地，戰爭止息，萬有讚美歌頌； 

    權能永遠長存，在祂釘痕腳下；樂園百花怒放遍處，芳馨伸張萬方。(間奏轉調)

4. 擁戴慈愛之王！瞻仰受苦面龐，手心、肋旁纍纍傷痕，在天更顯輝煌；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詩139:1-6, 23-24...................................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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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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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樂   Music Offering ........................................《啊 ! 聖潔耶穌》..........................................司      琴

                                                                Ah, Holy Jesus (J. Ca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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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在慈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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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開膽量，傳揚神的福音 (帖前2:1-12)...................... 陳沛偉傳道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498首 萬邦的福音 (1-3節).........................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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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322首 堅固磐石......................................... 會      眾

祝      福   Benediction................................................................................................................... 方兆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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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光照路程》................................................ 司      琴

                                              Where Cross the Crowded Ways of Life (D. Janz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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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Violence consumes the Violent             
          Presider: Christina Peistrup 
          Hymn leader: Mr. Clement Lai

  (fb LIVE)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劉銳鋒傳道    講題：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

主席：林少琼牧師    領詩：黃念郇弟兄
(錄播)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主

日

上

午

 8:15   清早成長班
 8:30   清早堂崇拜、兒童崇拜
 9:30   Sunday Youth Time+Fun
           (中一至中四)
 9:45   各級成長班
10:00   早堂崇拜
          English Worship
10:30   English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1:30   English Youth  Sunday School
11:45   午堂崇拜、兒童崇拜
          普通話崇拜
          各級成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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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上午   9:4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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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7:3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下午   7:30   禱告讚美會(每月最後一周)
下午   8:15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下午   8:30   為這城守望祈禱小組(每月第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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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青年、成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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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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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Sunday Youth Time+Fun (中一至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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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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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崇拜            

兒童崇拜(親子)       

English Worship   

    每 日 讀 經 圖書館：第一季「樂享閱讀」書籍推介

 (日)  使徒行傳       五12-32

 (一)  使徒行傳       五33-42

 (二)  使徒行傳       六1-7

 (三)  使徒行傳       六8-15

 (四)  使徒行傳       七1-16    

 (五)  使徒行傳       七17-32

 (六)  使徒行傳       七33-53

吳彩虹牧師書籍推介：鄺炳釗《如何經歷神的同在》

信徒如何可以更確實地經歷神，感受祂的同在呢？

鄺博士在本書中以「殷切尋求」、「親近相交」、「除去障礙」和「順

服同行」來引導讀者進入經歷神同在的福氣中。我喜歡作者先以聖經作

分析，之後分享震撼人心的故事，並在實際的應用上提出不少可行「落

地」的好方法。就如述及順服神主權的操練上，有「失眠時順服的反

省」和「關懷人的五分鐘祈禱」等。在讀經靈修經歷神上，有「二人同

讀經並省察己罪」，「參與互相守望支持小組」和「寫靈程札記」等，

幫助讀者一步一步學習踏上經歷神的路上。今年教會的主題是「基督是

主，與神結連」，鼓勵大家一起「樂享閱讀」，生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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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 

※1081

-

※58

※20

※15

※22

※109

※35

-
※

線

上

線

上

※ 線上人數線上崇拜
瀏覽總人數    4573(截至19/1)

崇拜總人數   



會聞
◆	謹定於1月27日(禮拜三)晚上七時半在本教會

大禮堂舉行一月份會友月會，請會友預留時

間同商會務，共建神家。	

查經祈禱會(周三)
線上瀏覽總人數1261	(截至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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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1 年 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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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志明、蘇艷宣教士夫婦 (泰國)

◆	泰國上月底疫情再度爆發，導致原本已恢復

的手鈴及學校事工再次停課，⽉中到曼谷教

會獻奏改為錄影，今年的計劃也要待疫情好

轉後再作安排。求主保守所有學員，在嚴緊

防疫的境況下，有堅定的信心跟隨主；也賜

宣教士有敏銳的目光，尋找不同的福音機

會。

◆	請為蘇艷宣教士報讀建道神學院網上神學課

程禱告，求主賜她額外的智慧，明白神的話

語，有精神與體力應付學習及事奉。

早上聚會設網上直播，會後可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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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幼部班員手冊領取
「2021耶穌帶你暢遊」
地點：G03室	

時間：早上8:00-晚上10:00

介紹手冊短片﹕https://youtu.be/y1UJAogJ_KU	

或掃瞄QR	code，立即入去睇睇	！

每位班員一本，請在簽收表上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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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財政收支
	 													經常費															差傳

收入							41,797,390(1)				12,969,868(2)	

支出							43,446,387								14,434,638	

累積不敷		(1,648,997)							(1,464,770)
註(1)佔全年預算收入76.11%

			(2)佔全年預算收入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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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Jan 2021(Sun)
Title: The Prayer for God’s Wrath to 
        Return in our time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Rev. Bryan by 
email: bryan.p@baptis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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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訊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來函，謂本教會已故會友

陳仲銘弟兄，下葬於香港薄扶林道華人基督教

墳場，錫安葬位迦南段12級19穴，惟墳主早

年在墳位前自行加設石凳，因工程關係，工程

期間聯會墳場維修承建商需暫時將該石凳拆

卸，待完工後再將石凳安回。詳情請墳主致電

23374171與聯會墓園部聯絡。

「財務與職業系列」講座
疫境中之曙光II

日期：2月7日	(主日)

時間：下午2:30-4:30

形式：YouTube	Live、Facebook	Live

內容：基督徒可以如何忠心理財，籌劃一個更

為安心的未來

講員：許文森	(資深銀行家、銀行同業福音團契

主席)

回應：陳沛偉傳道

主辦單位：社關部

查詢：高葆華同工(電話:27674250)

社關部回應紅十字會血庫定期呼籲
香港紅十字會不時作出公告，呼籲市民捐血。

社關部現鼓勵弟兄姊妹積極考慮，在個人身體

狀況許可下以行動回應呼籲。捐血詳情請瀏覽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網頁，以了解鄰近

捐血站地址、電話及開放時間等資料：https://

www5.ha.org.hk/rcbts/loc-all。

地球好管家 - 環保宣教 Talk
日期：2月6日(禮拜六)

時間：晚上8:00(Zoom)

嘉賓：阿加比宣教士

回應：何建宗執事

參加方法：毋須報名，依時掃描QR	code，即可

加入Zoom聚會

查詢︰姚禧嘉傳道或鄺潔明同工(電話:22467656)



看見晨星，選擇生命和永恆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啟22: 16；申3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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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曹偉彤牧師 記錄：葉惠琳姊妹

引言
耶穌基督的誕生是一個顯現期(Epiphany)，主要講到博士來朝見耶穌、祂的成長及受浸，強調基督的

聖工可以彰顯神的榮耀，最後就是「登山寶訓」的故事。因此，聖誕節是關乎一個旅程，我們要繼續尋求

神，依靠明亮晨星的指引：「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因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

在的父、和平的君』」(賽9:2、6)

詩歌《主如明亮晨星》的歌詞和啟示錄也闡明了當中的意義：「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將這

些事向你們證明。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啟22:16)這顆晨星有甚麼特點呢？

就是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及「和平的君」。

顯現
聖誕節之後，預苦期之前，就是顯現期──神與人的會遇。當我們回到聖經，便會看到許多例證，例如

摩西第一次與神的會遇是在火燒的荊棘中。摩西被呼召，帶領希伯來人離開法老王的暴政、離開那為奴之

地。當時日間有雲柱，晚上有火柱幫助他們。摩西的生命是一連串的與神會遇，這也表明他是聖賢，是先

知。摩西很敏銳，強烈感受到神的同在，他們有美好的關係。這種神聖的關係讓摩西有生命的勇氣。

「看哪，我今日將生與福，死與禍，陳明在你面前。吩咐你愛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謹守他

的誡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數增多，耶和華──你神就必在你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賜福與

你。倘若你心裏偏離，不肯聽從，卻被勾引去敬拜事奉別神，我今日明明告訴你們，你們必要滅亡；在你

過約旦河、進去得為業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長久。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

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且愛耶和華──你的神，聽從他的話，專靠他；因

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久也在乎他。這樣，你就可以在耶和華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

應許所賜的地上居住。」申30:15-20記載了摩西最後的講道和神跟以色列人立約；摩西要向百姓指出他們

的將來，敦促百姓要遵守神的誡命律例，要選擇生命，而不是選擇死亡。

謹守祂的誡命
摩西提醒百姓要謹守神的律法──那刻在西乃山的石板上面：十誡。他特別強調其中兩項：「除了我

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你們只可以敬拜一位神，這位神稱呼你們為祂的兒女，這位神是可以信任

的，會指引你們走前面的路；「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你們既從為奴之地逃脫，便不可以再敬拜那

地的偶像，那些假神只會叫你們受傷害，卻不會釋放你們，你們只能夠敬拜耶和華這唯一的真神。

「偶像」是沉重的，可以是愛情、兒女、事業、財富名聲等，可是唯有神才能叫你們的生命不會更加的

沉重。在此大前提下，以色列人要愛鄰舍，要孝敬父母，不要殺人、不要犯姦淫、不要偷盜、不可作假見

證、不可貪婪。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有掙扎，但必須反省有否善用神給我們的恩賜，以致是為了自

己還是他人而作？神的誡命就像萬有引力，能夠指引生命不致跌倒，是生活的重要原則，也可保障社會的

福祉。

要揀選生命
申30:15-20記載了摩西的訓詞。神的誡命能給予人美好生活，也叫人得生命。我們選擇生命，而這生

命不單是肉體的健康，更關乎幸福及生命的果子、心靈的健康，人與人和人與神的關係。因此，以色列人



不單要順服耶和華，更要緊緊的跟隨祂。正如經文所說：「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

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6:4-5)當你選擇生命，便要愛主你的神，順服祂並

且緊緊跟隨，又要不斷更新對神的忠誠，與祂建立美好的關係。

所以摩西「吩咐你愛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謹守他的誡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

數增多，耶和華──你神就必在你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賜福與你。」（申30:16）我們要用神的方式去遵

行祂的命令：「且愛耶和華──你的神，聽從他的話，專靠他；因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久也在乎

他。」（申30:20上）「生命」就是愛神、傾聽神、忠於神；不是在誡命中尋找生命，而是在那位頒布誡

命、律例和典章的那位神裏面尋找生命。相反，當我們離開神，敬拜假神時，災難必然會臨到。

生命的門與死亡的門
眼前有兩道不同的門：生命的門和死亡的門，相信大家也會選擇前者。摩西在最後的講道中，為何這

麼激昂和憂慮？因為摩西看見有些人選擇死亡。以色列人從為奴之地逃到曠野，卻常常叛逆，情緒反覆無

常。然而，我們的生命何嘗不是如此？摩西提醒：你們都在懸崖上面！眼前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條是走

向生命的路，一條是走向死亡的路──遵守神的誡命，就可以得生命；不遵守神的誡命就必滅亡！可惜，

一些基督徒偏偏選擇死亡──靈性的死亡。當我們認真接受這些誡命，並且要完全遵守的話，這是多麼艱

難的事情！也許我們曾經做到，但要做到對神完全忠誠、順服，並且離開眾多偶像，實在談何容易。

當我們感到困擾，可能會選擇忘記或逃避。有一位年輕的弟兄，因工作需要，經常要出差，在過程中

會接觸許多異性。他本身的婚姻並不快樂，也想過外遇會否為他帶來快樂？又或者轉換一份不用出差的工

作，多些時間留在家裏會否改善夫婦關係？在不知不覺中，工作和情慾竟成了他的偶像！許多時候，我們

決定選擇「死亡」，很容易把生活中的偶像取代了神的位置，偶像會利用我們的不安和恐懼，然後假扮智

慧來試探我們，甚至會「支持」我們的慾念及判斷。

另一些人不單結束自己的靈性生命，他們更要結束別人的生命。他們的靈魂是扭曲的，他們要決定別人

的死亡──當我們被傷害時，當然希望報復，更期望敵人全都死亡。

摩西的提醒
我們要選擇生命：你們就快進入應許之地，務必小心；不要學習死亡與毀壞，這一切都不會給你們帶來

福氣，只能證明你們的選擇是錯的。你們的生命會被奪去，所以你們要選擇生命，選擇那唯一的真神。而

生命就是愛神，要以神的方式遵行祂的命令，最終耶和華便是你們的生命。耶穌基督這顆明亮晨星曾向我

們述說，死亡之後會有永遠的生命，因此約翰呼喚我們要看見晨星，選擇永遠的生命。

死亡在不同人身上會有不同的影響，它可以培養生命的苦毒，叫人擔心恐懼；有些人則會更加思想生

命，反思如何繼續生活下去。楊牧師是一位抗癌多年的牧者，2018年8月4日我趕往醫院送別她。我深知她

隨時會離開，於是和她的丈夫林牧師為她作離別前的禱告。當時的情形很奇妙，大家都十分平靜，楊牧師

夫婦很有信心，也深深的感染了我。豈知，奇妙的事發生了，楊牧師約接近一年後才返回天家。他們的生

命見證讓我看見死亡是不能夠停止生命的。

歷史上也有許多類似的例子。雷諾．普萊斯（Reynolds Price，《A Whole New Life: An Illness and A 

Healing》的作者）患有脊椎柱癌，申命記為他提供了選擇生命而不是死亡的命令。他臨終前領主餐，並表

示看見了生命的前路；神學家約翰卡莫迪（John Carmody，《Cancer and Faith: Reflections on Living 

with a Terminal Illness》的作者）患有骨髓癌，他曾說：「當你身患絕癌的時候，晨星是最寶貴的。當

你看見它時，你已經過了一個夜晚，而黑暗尚未征服你。」他寫了一首詩：「耶穌基督是晨星，是從天上

出來的復活勝利者，他毀滅死亡，主必快來。無論好壞我也低聲說，請神在我死亡的時候來到。」

結語
當我們細想這些生命故事時，會想起摩西的講話：我不知道你們將來的應許地是怎樣，或面對怎樣的

挑戰？但我知道你們將會有選擇，你們要選擇生命！無論是怎樣的處境，你們都要緊緊地靠緊耶和華這位

生命的神，祂必會指引你的前路。弟兄姊妹，那放在我們眼前的選擇是清楚的，你應該知道要作怎樣的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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