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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　　事：葉長寶  梁順江  謝慧莉  李美兒

二○二一年二月六至七日           周六崇拜：下午6:00  主日崇拜：上午8:30, 10:00, 
                                                                                                                                                   11:45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徒2: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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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Priceless Treasure (arr. Albert Beck)..........................司      琴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23首 歡欣感謝...................................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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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 感謝真神照管引領........................... 會眾立唱                                                                                        

 《以感恩為祭》  (曲、詞：周啟恩；《團契遊樂園 5》；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

主，為祢的恩典，我要滿心感謝，由泥內生機，到變幻天氣，讓這世界各樣完備。

主，為祢的恩手，我要滿心感謝，由扶助拯救，到試煉阻攔，導我按祢正路前行。

我出生前祢已深知我，到了今天，亦有幫助，

為我備救恩，召我出黑暗，做祢聖潔國度人民。(間奏轉調)

《崇山清溪》 (選自世頌46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崇山清溪急流潺潺，鷹鳥棲息高樹上，春季山坡流水漲落，白尾鹿機靈徜徉！

    四周景色多麼美麗，稱謝讚美齊歡唱！懇求保護大地美境，明天世界作榜樣。

2. 清水澄澈長流不息，蜿蜒奔流進大海，潔淨神的世界空氣，海闊地饒礦豐載。

    神宣告說大地美好，稱謝讚美齊歡唱！求救脫離浪費生活，免受污染致悲傷。

3. 在掙扎中求能忠信，保全地下蘊珍寶，就如努力搶救森林，水流清潔海岸牢。

     神人並肩一同作工，稱謝讚美齊歡唱！夥伴共事，如同管家，齊聲再說「地美好。」

                                                                                               (間奏轉調)

《千古保障》  (選自世頌81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真神是人千古保障，是人將來希望，是人居所，抵禦風暴，是人永久家鄉。

2. 在主寶座蔭庇之下，聖徒平安蒙福；惟賴神臂威權保護，永遠平安無慮。

3. 在神眼中億千萬年，猶如人間隔宿，恍若初聞子夜鐘聲，轉瞬東方日出。

4. 真神是人千古保障，是人將來希望，是我今生保護引領，是人永久家鄉。(轉調)

 《以感恩為祭》  (曲、詞：周啟恩；《團契遊樂園 5》；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

 主，為祢的恩言，我要滿心感謝，由提示安慰，到責備管教，內裡有祢愛念呈現。

 主，為祢的恩情，我要滿心感謝，也要常思想，晝夜數算，藉愛見證祢大能。

 祢的安排往往多新意，祢有豐賞亦會收取，微細調配中，讓我得益處，現我再看天恩處處。

 神呀！祢恩典太美妙神奇，配得萬眾稱善！我要以感恩為祭獻給祢，並永記念祢作為！ 

                  我要以感恩為祭獻給祢，並永記念祢作為！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詩62: 5-8, 11-12...................................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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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主餐崇拜 (錄播)                            

  

主席：吳彩虹牧師     領詩：李鳳儀姊妹

司琴：謝敏潔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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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樂   Music Offering .................................Fugue BWV 558 (J. S. Bach)..............................司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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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神就是光，走在光明中 (約壹1:5-10).......................... 曹偉彤牧師

默想詩歌   Hymn of Meditation............................世頌288首 罪債全還清 (1,3,4節)....................... 會      眾

主      餐 The Lord’s Supper ........................................................................................................ 方兆雄牧師

                                     O Haupt voll Blut und Wunden (J. G. Wal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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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323首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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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lude (Léon Boëll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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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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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doesn’t my Idol Wake up and Speak?             
          Presider: Ms. Christina Peistrup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fb LIVE)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梁明財牧師      講題：這人便為有福，這人是誰？

主席：李雅詠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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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五十三1-6

 (一)  以賽亞書       五十三7-12

 (二)  使徒行傳       八36-40

 (三)  使徒行傳       九1-9

 (四)  使徒行傳       九10-19上    

 (五)  使徒行傳       九19下-31

 (六)  使徒行傳       九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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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 

※1067

-

※51

※28

※18

※14

※106

※40

-
※48

線

上

線

上

※ 線上人數線上崇拜
瀏覽總人數    3990(截至2/2)



九龍城浸信會二月份會友月會議程

日期︰二零二一年二月廿四日(禮拜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地    點︰大禮堂
主席︰譚永昌執事                   書記︰黃嘉馨姊妹                   領   禱︰主   席

甲、報告事項
一、青少部部員羅浩輝弟兄因受聘為本教會同工請辭部員崗位，其部員之空缺由該部候 

  補劉淦行弟兄替補。

乙、討論事項
一、陳才英姊妹因病已於1月16日接受吳彩虹牧師施行水禮，應否通過給予其會籍案。

  建議︰通過接納。

二、歐陽潔柔姊妹申請薦出加入大埔浸信會為會友，應否通過照薦案。

  建議：通過照薦。

三、梁憲孫、温美玲夫婦申請薦出加入香港浸信教會為會友，應否通過照薦案。

  建議：通過照薦。

四、劉鎮東、白亞彬夫婦申請薦出加入第一城浸信會為會友，應否通過照薦案。

  建議：通過照薦。

五、執事會建議使用「安全（中國）有限公司」為本教會提供通宵更保安員服務，應否 

  通過案。

  建議︰通過，合約期由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並授權事務幹事代表教會 

   簽約。

六、港九培靈研經會來函擬於2021年8月1日至10日借本教會舉行第93屆培靈研經大會， 

  應如何決定案。

  建議：通過照借，服務費照收，借堂費收後捐回。

七、陳紫君姊妹擬申請修讀新加坡三一神學院道學碩士課程，應否通過推薦案。

  建議︰通過推薦。

八、賀鈴姊妹擬申請修讀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課程，應否通過推薦案。

  建議︰通過推薦。

九、執事會提議行政主任郭健民牧師兼任外展主任，應否通過追認案。

  建議：通過追認，由2021年1月1日起生效。

十、下月月會主席應推何人擔任案。



會聞
◆	謹定於2月12日(年初一，周五)上午10時30

分在教會臉書及YouTube直播新年崇拜，錄

播收看期限至2月13日下午6時止。2月13日

(年初二，周六)下午6時正開始的崇拜照常在

教會臉書直播，其後任何時間都可以在網上

參與聚會。	

查經祈禱會(周三)
線上瀏覽總人數963	(截至2/2)

早上9時	(網上直播)，晚上7時半(網上錄播)	

負責同工：洪佩茜傳道

差傳分享：威克里夫聖經翻譯事工

2 0 2 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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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國權、 何詠湘宣教士夫婦 (南非)

◆	當地政府為遏止病毒傳播，嚴禁多人聚會，

教會的主日崇拜，祈禱會及查經小組改以視

像形式進行。感謝神的預備，譚國權宣教士

夫婦現時透過網上平台，跨越地域與弟兄姊

妹分享交流，其他城市的肢體以及一些從未

接觸福音的朋友，也上線參加聚會。

◆	求主幫助教會的弟兄姊妹在面對經濟或困境

中更積極禱告、讀經和彼此激勵，更珍惜與

家人相處及更親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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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與職業系列」講座
疫境中之曙光II

日期：2月7日	(本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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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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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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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Feb 2021(Sun)
Title: Jesus Christ is Savior in Every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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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手冊索取方法
「2021耶穌帶你暢遊」
兒幼部於2021年推出「2021	耶穌帶你暢遊」成長

「印」記獎勵計劃，幫助兒童認真

學習、完成任務及恆常出席活動！

想了解清楚兒幼部成長班手冊，

歡迎掃瞄QR	code收看。

每位兒童限取一本，不設補發，敬請留意。

如欲索取，請掃瞄QR	code填寫資料，

以便郵寄！

截止申請日期：2月14日

填寫資料，

「與耶穌深度行」： 行山靈修
為了讓弟兄姊妹體驗在自然美景中默想經文，

更多與神結連，2021年特別為耆壯、成年及青

少部弟兄姊妹舉辦三次行山靈修的活動，盼望

大家有嶄新的靈修經驗。

日期：耆壯：2月20日(周六)昂平營地(馬鞍山)

　　　成年：2月27日(周六)上獅子山。

									青少：3月6日（周六）上獅子山。

																		(清早開步，大約4小時)

收費：每次$10	(保險及行政費)，

									即場收費，不設找贖。

名額：	每次20名

領隊：曾智聰牧師

主辦：訓練事工｜樂享聖筵

查詢：Re b e c c a同工 (電話 : 2 7 6 7 4 2 4 1 /								

WhatsApp	91304916）

備註：活動當日必須簽署免責聲明。由於香港

持續受疫情影響，教會將按政府政策決定是否

取消行山活動，屆時教會同工將個別通知已報

名的弟兄姊妹。

網上報名詳 情



永遠的生命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約壹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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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曹偉彤牧師 記錄：黃嘉馨姊妹

引言
上次講道曾提及雷諾．普萊斯（Reynolds Price，《A Whole New Life: An Illness and A Heal-

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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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分享另一位哥倫比亞神學院院長Steve Hayner的見證。他患了胰臟癌，

在離世前曾寫下網誌：「我有一個叫我喪命的絕症，我生活當中有一個新的觀點，永恆愈來愈近，原

來它是可以接觸的。」這些故事讓人想起了摩西的話，你們不知道會面對怎樣的挑戰，但在路上卻仍

有選擇的餘地，你們要選擇生命。

甚麼是生命
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讀。生物學家會說，生命是關於遺傳因子、蛋白質、礦物質及器官等，而人的健

康端乎這些系統的運作。社會學家的着眼點是人類的家庭、政治、商業和社會關係等，人類的行為全

為了生存。有些學者認為生命的目標並不單為了生存，而是為了追求美好、效益、物質及精神上的享

受。

另一方面，我們又發現人類有強大的理性能力，這讓人想起東西方的哲學家，如蘇格拉底、柏拉

圖、孔孟、莊子和朱熹等。他們深究人性的本質，其哲學影響了人類2000多年的歷史。事實上，人類

的學術思想並不能完滿地補足生命的全部，於是我們繼續追求更加廣闊、長遠的生活方式，希望超越

生活限制，甚至得到永遠的生命。

永遠的生命
這是歷代人類均思想的問題，也反映了人類對生命的探求。使徒約翰作出回應，指出永遠的生命是

藉着耶穌基督而來的。約翰壹書成書於第一世紀末，那時離耶穌離世已相隔一段時間，耶路撒冷被毁

壞、教會被逼迫，反之其他宗教甚為興盛，而哲學思潮也挑戰着基督教的信仰。教會內外備受攻擊、

紛爭不斷出現，信徒開始懷疑甚麼才是真正的福音，而且該如何活出來？

甚麼是真正的福音？
真正的福音是永遠的生命。「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約壹1:1)「起初」是約翰細心揀選的字眼。約翰說太初的道成了肉身，意思就是說神

的兒子成了肉身，因此對他來說，福音就是生命之道，是美好的消息。這不是一份口頭報告、宗教理

念，更不是哲學的框架，因為當時充斥着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那才是意念、框架，是基督教

異端的思想，他們認為必須傳遞意念並且離開物質的世界。假教師要否定耶穌基督的人性和肉身，因

為他們看肉身是邪惡和污穢，是世界污穢的一部分，是神不能接觸的，因此真正的神絕不會被這些物

質污染。對約翰而言，假師傅所講的不是真正的福音，因為福音不等同一些宗教、哲學理念(如自由、

平安、美善等)。福音不是叫人離開這世界，而是要讓人知道神在這物質世界、宇宙之中，福音是實在

的，可以聽見、看見並觸摸，因為道已經成了肉身。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



命傳給你們。」(約壹1:2)第2節是第1節的注釋。約翰在這節經文有點嘮叨，因為他要重申當中的重

點，就是先要處理歷史中最重要的事件──耶穌基督已道成肉身，而福音便可以佐證這個歷史，因為

這不是一種思維、意念或宗教經驗。

「顯現」就是體驗，因為基督教的信仰關乎啟示，不是人可以自己去發現的。雖然大自然給了我們

一些線索，知道創造的秩序、其設計和神的美善等，但唯有神在耶穌基督裏面的啟示，我們才可以全

然看見神的本質，並明白恩典的意義──有些啟示不是我們可以配得的，卻是神免費給我們的禮物。

「原與父同在」是指「道」在創造以先就已經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永恆。神是永恆的生命，因

此這生命不再遙遠，反而能夠被看見、聽見和觸摸，最後更成為肉身，住在我們當中。所以，約翰說

那些諾斯底主義的假教師所講的全都是錯，因為使徒說他們已經聽見、看見並且感受得到耶穌基督是

神，是真正的人！這正正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礎。

這太初的道是永遠的生命，耶穌基督的顯明更是「永遠的生命」，所以永生是存在的，它在耶穌

基督出生前已經存在。耶穌降下人間，成了人類的肉身；祂是拿撒勒人，但不只是希伯來其中一位先

知；祂是道成肉身的神，在創造之時、救贖當中就已經與神同在，祂本身就是永遠的生命，並且向我

們顯現──祂就是生命。耶穌基督透過肉身顯現永恆的生命，使徒親身體驗過，因此明白如果人想要

生命就必須先認識耶穌基督。

如何活出真正的福音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約壹1:3上)耶穌基督要確保祂永生

的福音不被浪費，於是呼召人去跟從祂，然後差遣門徒去傳揚那永遠生命之道，見證耶穌基督的救贖

工作。使徒的說話是可靠的，因為都是靠聖靈引導而說的；他們的行為與當時流行的思潮不同，因為

他們見證了耶穌在太初時已經存在，是道成肉身的神，而唯有在耶穌基督裏才可以得到永遠的生命。

使徒要傳揚這信息，城浸家的弟兄姊妹也要傳揚，因為它會為人帶來新生命。

約壹1:3下-4說：「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

樂充足。」，其實這裏也可譯為：「使你們也與我們有團契，而我們的團契是與父和他兒子耶穌基督

所共有的團契。」當中的「團契」就是與父、與子一起，是一個新的群體，是已改變的關係，因為當

人與神在一起時就必然在神的生命裏，便是新的關係了。

司托得(John Stott)曾談論這節經文，對我們福音派提出卜譴責。我們不能只滿足於領人返教會，

也不能只滿足於教會生活中膚淺的社交，而不是經歷「父親、兒子和聖靈」的屬靈相處。

因此，福音派要先經歷父、子親密的團契，而傳福音的目的就是叫人能夠團結、團契，成為耶穌基

督生命的一部分，也能夠成為耶穌基督的教會，讓更多人返教會一同經歷。這種團契生活的實現就是

真正的福音，這團契會愛所有人，包括陌生人和敵人，然後福音便會讓人看見、聽見和觸摸得到。在

歷史上，我們都知道黑死病的故事，那段時間基督徒有美好的見證，他們走到人群當中服事，當垂死

病人的護士，與受苦的人在一起，基督徒的見證是可以看見、聽到的。 

另外，福音是可觸摸的(Tangible)。今天，世人都不相信會有絕對的真理，有些基督徒甚至是出色

的相對主義者。基督教的福音信仰被批評為「離地」(不切實際)、過時、狹隘和愚昧，我們不禁會詰

問：「究竟福音在香港還能有作為嗎？」

結語
約翰身處以色列被希臘、羅馬統治的時代，當時信徒的境況與今天相類似，他們都活在不確定的境

況中，同樣面對多元、相對主義，這與我們今天的情形很接近──我們的信心不足，因為世界不斷改

變，並有許多似是而非的「真理」湧現；當宣揚唯獨基督是主的時候，我們會被鄙視、排擠。

約翰寫信安慰並鼓勵他們(和我們)，因為他真的認識耶穌，聽過祂說話、看見祂、觸摸過祂，知道

祂是誰。弟兄姊妹，你們要對耶穌基督有信心。約翰已經深深經歴祂，也被祂稱為至愛的門徒。你們

應該放心，福音會勝過你們現在所面對的世界，原因很明確，因為「生命是永遠的」，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