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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五月一至二日 周六崇拜：下午6:00  主日崇拜：上午8:30, 10:00, 
11:45, 下午6:00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弗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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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清) 美哉主耶穌 《世紀頌讚》100首 (arr. Roy Brunner)........... 謝敏潔姊妹

                                              (早、午) I Surrender All (arr. Edward Broughton)................宋加恩姊妹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545首 聖哉，神聖大主宰............................... 詩      班

  聖哉，聖哉，聖哉，神聖大主宰。聖哉，聖哉，聖哉，神聖大主宰。

  聖哉，天上聖父、聖子主耶穌，聖哉聖靈同在；三一全能神。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22首 我尊崇祢 ................................... 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方兆雄牧師   吳彩虹牧師   馬穎儀牧師   郭健民牧師

間      奏    Interlude ......................(六、清) Praise Ye the Lord (Wayne Barlow) ....................謝敏潔姊妹

                    (早) Meditation on "Beach Spring" (Hugh S. Livingston, Jr.).............宋加恩姊妹

浸      禮  Baptism(午)................................................................................................................吳彩虹牧師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尊崇至聖三一真神............................. 會眾立唱

  祂本為聖 (修自世頌28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中譯：方兆雄）

(第一次詩班，第二次會眾加入)

祂本為聖，榮美何等偉大，祂本為聖，配得我眾讚美；敬仰地於主前侍立， 

獻上頌讚、敬尊我主，基督我主祂尊貴神聖，我主至聖。(間奏轉調)

聖靈之歌 (世頌250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願聖子基督差遣聖靈與慈愛將你包圍；祂充滿你心使你靈得滿足。

      將憂慮交給恩主擔承，像鴿子的主聖靈，要降臨在你生命使你完全。(副歌)

 2.  一齊來歡欣高聲稱揚，喜樂充滿你心靈；舉起你雙手願降服在主名。

     主解開心中悲哀憂愁，醫治你以往傷痛，你要靠耶穌聖名進到永生。(副歌)

 (副歌) 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

聖哉，聖哉，聖哉  (世頌8首，第1,2,4節，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歡悅歌詠高聲頌主聖恩，

      聖哉，聖哉，聖哉！恩慈永無更改，榮耀與讚美，歸三一真神。

 2.  聖哉，聖哉，聖哉！群聖虔拜俯，各以華麗金冠奉呈寶座之前，

     千萬天軍、天使，虔敬崇拜上主，昔在而今在，永在億萬年。（間奏升調）

 3.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天上地下海中萬物頌主尊稱，

      聖哉，聖哉，聖哉！恩慈永無更改，榮耀與讚美，歸三一真神。

聖靈之歌

 (副歌) 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全段唱兩次）

 (詩班) 主耶穌今天請來充滿我心。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約15:1-8..........方兆雄牧師   吳彩虹牧師   馬穎儀牧師   郭健民牧師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方兆雄牧師   吳彩虹牧師   馬穎儀牧師   郭健民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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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清) Mach's mit mir, Gott, nach deiner Güt (J. G. Walther)                        

                           (早、午) Meditation on "Randolph" (arr. Douglas E. Wa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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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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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儀姊妹 姚鳴德執事   阮詠恩姊妹 梁崇安弟兄
指揮：方兆雄牧師 方兆雄牧師   方兆雄牧師 方兆雄牧師
風琴：謝敏潔姊妹 謝敏潔姊妹   宋加恩姊妹 宋加恩姊妹
伴奏：廖穎珊姊妹 廖穎珊姊妹   鄧梓晞姊妹 吳凱瑜姊妹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主餐崇拜  



獻      詩   Anthem .....................................................Adoration...................................................詩      班

         曲：Tom Fettke 詞：Rev. John S. B. Monsell and David Steele © 1985 Pilot Point Music

                             中譯：世紀頌讚357首，高蔡慧君譯，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Worship the Lord in the beauty of holiness! Bow down before Him, His glory proclaim;
 With gold of obedience and incense of lowliness, Kneel and adore Him: the Lord is His name!
 Fear not to enter His presence in poverty, Bearing no gifts to present as your own.
 Truth in its beauty and love in its purity —These are the of’rings to lay at His throne.
 We worship You, Lord. Amen.
 敬拜上帝，在祂榮美聖潔殿中！屈膝主腳前，宣揚主光榮，獻上完全順服和甘心樂意心靈，
 同來敬拜祂，同尊主聖名！貧苦困乏者當坦然到主面前，兩手雖空，但將自己獻上。
 如此的獻禮寶貴純潔又美善，將一生獻上在主寶座前。我敬拜祢，主。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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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認出真理的靈 (約壹 4:1-6)...................................曹偉彤牧師

默想詩歌   Hymn of Meditation.....................世頌229首 真神的靈充滿我 (第1,2,4節)....................會眾坐唱

主      餐 The Lord’s Supper ......................................方兆雄牧師   吳彩虹牧師   馬穎儀牧師   郭健民牧師

                              (六、清) O Sacred Head, Now Wounded (arr. Albert Beck)

                              (早、午) 緬懷主愛 《頌主新歌》552首 (Alexander R. Reinagle)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方兆雄牧師   吳彩虹牧師   馬穎儀牧師   郭健民牧師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214首 基督永活........................................會眾立唱

祝      福   Benediction....................................................................................................................曹偉彤牧師

榮 耀 頌   Gloria Patri...............................世頌551首 榮耀歸與最高神 (首兩行)............................. 會眾立唱

       榮耀歸與最高神！榮耀歸神！榮耀歸神！榮耀歸與最高神！讚美讚美不盡。

殿      樂   Postlude.......................(六、清) Danket dem Herren (D. Buxtehude).......................... 眾      坐

                  (早、午) Sing Praise to God Who Reigns Above (arr. Gilbert M. Mart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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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詠恩 黃日東                 
主日早堂  李雅詠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張志堂 黃日東                                    蒙雨知        崔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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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7th sign:“Death is Swallowed Up in Resurrection Victory”             
          Presider: Ms. Geriann Wyrick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洪佩茜傳道      講題：成功男人背後的母親(箴 4:3, 23:22) 
主席：沈紹麗姊妹      領詩：梁詠然姊妹       司琴：趙恩澤姊妹

11:45 

               主日晚堂(浸禮)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曾智聰牧師  講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14:1-14)  主席：劉詠基傳道  浸禮：方兆雄牧師
            司琴：蕭碧茹姊妹  讀經：黎寶珠姊妹    奉獻祈禱：陳浩賢姊妹    司事：拿單成長班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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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主日清早堂           282          

主日早堂              416        

主日午堂              337          

主日晚堂               43              

普通話崇拜            42

兒童崇拜(親子)         5

English Worship   ※37

    每 日 讀 經 圖書館：第二季「樂享閱讀」書籍推介

 (日)  彼得前書        二18-25

 (一)  彼得後書        一3-11

 (二)  以弗所書       三1-6

 (三)  以弗所書       三7-13

 (四)  以弗所書       三14-21   

 (五)  使徒行傳        十二1-19

 (六)  使徒行傳        十二20-24

謝仲軒傳道書籍推介：郭文池《一切從祈禱開始》

祈禱，是人向上帝敞開心靈的溝通。豐盛的人生，正是從祈禱開

始。

郭文池牧師在書中會帶我們從釋經和神學的角度探討有關祈禱的

課題，認識在聖靈裡禱告的重要性，學習實踐祈禱，並更新我們

的禱告生活。盼望透過這本書，激勵弟兄姊妹正視禱告的生活，

立志成為一個「一生都祈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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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

※1187

-

49

-

106

40

-

30

線上崇拜瀏覽
總人數3617(截至27/4)

41聯合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崇拜總人數    1547



會聞
◆	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年度會友奉獻綜合報

表已於本周寄發給各會友，如未收到或欲查

詢，請與同工鄧小姐聯絡(電話:27674226)。

另東利道建堂暫收款之款項暫不列入本年度

作報稅之用，如欲查詢，請與同工梁小姐聯

絡(電話:27674212)。

訃聞
◆	陳智先弟兄、馬黃惠芳姊妹已安息主懷，求

主安慰其家人。			

2 0 2 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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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worship at 10:00am every 
Sunday in B01, Basement. 
9 May 2021(Sun)
Title: Faith in a Person who has proved
        reliable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Rev. Bryan by 
email: bryan.p@baptist.org.hk
Facebook: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English Ministry

差會代禱事項
為印尼學生祈禱
由於疫情嚴峻，印尼小朋友在家學習，需要電

腦和數據在線上課，也需要家長指導。對於貧

窮家庭是很重的負擔，求主感動更多機構或人

士支援他們的需要。

查經祈禱會(周三)
線上瀏覽總人數	705	(截至27/4)

上周出席	(早)	48人		(晚)	89人

負責同工：陳詠恩傳道

查考經文：弗	3:7-13

早上聚會設網上直播，會後可重溫。

聘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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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幹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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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事務部
事務員：負責場地設置及一般維修，具相關維

												修牌照、懂影音設備操作更佳。

工友：負責場地及辦公室清潔。

以上職位皆需輪班及週六日工作，體格強健，

良好的工作態度，無不良嗜好，具教會場所相

關工作經驗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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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系列」講座1
移民者的選擇及焦慮
日期：5月16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大禮堂(教會臉書及YouTube同步直播)

內容：移與不移的焦慮；探索移民掙扎過程的

心路歷程

講員：區祥江(中國神學研究院教授)

回應：曾智聰牧師

查詢：張慰玲同工	(電話:27135111)

「為這城守望」祈禱小組：5月5日(三)晚上

8:30於會客室M03舉行，歡迎弟兄姊妹一同為

香港這城巿禱告守望(社關部同工及部員主持)。

本年度1-3月份財政收支
	 						經常費																差傳

收入							14,097,961	(1)				3,762,985	(2)

支出							10,948,907									3,553,355	

結餘/(不敷)		3,149,054											209,630	

註(1)佔全年預算收入27.67%

			(2)佔全年預算收入17.47%



2021佈道大會
主題︰「翻轉人生」

9月17日(星期五) 晚上7:30
講員：黃福光博士(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舊約教授)

分題：為甚麼需要翻轉人生？

見証嘉賓：黃劍文Kimman(香港創作歌手)

9月18日(星期六) 晚上7:30
講員：蘇穎智牧師(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創

堂牧師、恩福神學院院長及聯宇聖經學

院院長)

分題：從失到得

演出︰城浸詩班樂組

9月19日(星期日) 下午3:30
講員：蘇穎智牧師

分題：從信謎到信而不迷

見証嘉賓：鄧婉玲Mimi(音樂傳道人、福音歌手

及電台主持人)

印語事工十週年感恩會
日期：6月6日	(主日)

時間：下午3:00-5:00

地點：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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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差傳月活動 - 在「穆」星的一天
日期：6月13日（主日）

時間：下午3:00-5:30

地點：外展中心禮堂（如因疫情嚴峻，改為線

上進行）

對象：18-60歲，願意認識伊斯蘭教、已受浸並

恆常出席成長班之班員；能夠盤膝而坐

和投入歷奇活動者，並必須出席6月5日

下午2-3時簡介會

材料費：20元（報名時毋須繳費）

截止：5月9日(須經甄選，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報名：請掃描QR	code

查詢︰鄺潔明姊妹、羅浩輝弟兄

									(電話:2246	7656）

歡迎班員積極報名參加，同心支持差傳事工！

門徒生命與事奉證書7-9月最新課程
打開心眼—攝影靈修工作坊
(進深班選修科/非學分/導師/持續學習)

日期：7月17、31日，8月14日、21日(禮拜六早上)

講師：周偉豪傳道

聖詩欣賞
(進深班選修科/非學分/導師/持續學習）

日期：6月29至7月27日(逢禮拜二晚，共五堂)

講師：陳宇恩博士(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副院牧及

講師）

講聖經故事研習班
(進深班選修科/非學分/導師/持續學習）

日期：7月2日至30日，8月13日至9月10日(逢

禮拜五，共10堂）

講師：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宣教士

對象：願意將聖經帶入家庭，群眾和生活中的

弟兄姊妹

網上報名 通訊

2021網上「兒童BUN FUN 夏令會」 
主題：耶穌為你走進耶路撒冷
日期：7月19-24日(禮拜一至六)

時間：上午10:00-11:00

對象：升讀K2至升讀	P6之兒童

內容：真理教導、詩歌頌讚、精美手工、創意

活動

費用：$80(5月16日或前報名$60)

網上報名：請掃描二維碼。收到表格後，會透

過電郵發出轉數快繳費資料給家

長，稍後再以電郵確認收款，5月	

16日下午	2:00截止

親身報名：請到會友服務處或五樓辦公室並以

現金繳付報名費(額滿即止)	

查詢電話：27674316

主辦單位：兒幼部(今年不設家長班)



活出彼此相愛的見證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帖前4:9-12】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1 年 4 月 2 5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梁明財牧師 記錄：王永新姊妹

引言
彼此相愛是一個重要的信息，也是神要我們作為愛的群體要領受和實踐的。要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彼此

相愛，就要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作工。《現代中文譯本》也許能幫助我們更易理解：「關於

彼此相愛的事，我用不着寫信跟你們討論；上帝已經教導你們怎樣彼此相愛，而你們也照着這教導對待全

馬其頓所有的信徒。但弟兄姊妹們，我仍然勸你們要更加努力，立志安份守己，親手做工來維持自己的生

活，正像我們從前勸導你們的，好使你們得到非信徒的尊敬，也用不着倚賴別人的供給。」(帖前4:9-12)

我們已經學了神的教訓
神賜下寶貴的教導和聖言，祂的話語教導我們如何愛神，然後彼此相愛。耶穌給門徒的教導很清楚，「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13:34下)是聖靈在我們心中動工、加力，保惠師要帶領我們進入

這真理，因此領受神的教導就等同接受聖靈的教導。

帖前1:4-7一開始提到聖靈動工，加添我們的力量，以致我們能夠活出神的教訓，彼此相愛。我們得着

喜樂，也得着力量。縱使環境未必會改變，但只要我們經歷聖靈，便會有那份神所賜的喜樂，從而得着力

量去面對艱難。這讓我想到尼希米和以斯拉在艱難中的宣告：「你們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預

備的就分給他，因為今日是我們主的聖日。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尼

8:10)當哈巴谷看見一片荒涼之地，卻宣告：「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主耶和華是我

的力量……」(哈3:18-19上)今天，我們面對一個多變的環境，更需要倚靠聖靈的加力，活出彼此相愛的生

活見證。

信徒在生活上要更加勉勵
也許我們都熟悉彼此相愛的教導，但保羅提醒我們要再接再厲：「弟兄們，我還有話說：我們靠着主

耶穌求你們，勸你們，你們既然受了我們的教訓，知道該怎樣行可以討神的喜悅，就要照你們現在所行的

更加勉勵。」(帖前4:1)，「你們向馬其頓全地的眾弟兄固然是這樣行，但我勸弟兄們要更加勉勵。」(帖

4:10)另外，帖前3:12也有相同的教導：「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如

同我們愛你們一樣。」當中「充足」的希臘文與「勉勵」是相同的字。保羅提醒我們，在耶穌裏，我們的

人生是豐盛的(約10:10)，但不要以為這樣已經足夠，我們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仍要再接再厲，更加努力，並

在聖潔上、彼此相愛及工作上，都要討神的喜悅。

靠主立志，活出見證
保羅提醒帖城教會的弟兄姊妹(也提醒我們)，我們怎樣的過活便會活出怎樣的見證。你現在的生活能

見證你是基督徒嗎？「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吩咐你們說，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因我們聽

說，在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矩而行，甚麼工都不做，反倒專管閒事。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勸戒這樣的

人，要安靜做工，吃自己的飯。弟兄們，你們行善不可喪志。」(帖後3:10-13)

保羅教導我們要做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做工(帖前4:11-12)。注意！做「安靜人」不是指「甚麼

都不用做」，《現代中文譯本》也許表達得更清楚：「立志安份守己，親手做工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正像

我們從前勸導你們的，好使你們得到非信徒的尊敬，也用不著倚賴別人的供給。」保羅提醒我們先要做好

自己的本分，竭力立志，倚靠聖靈並遵行主給我們的吩咐，最終將得着喜樂和力量，活出見證。

9月份的講道將會講到帖後3章，我在這裏先和大家看看帖後3:10-16：「……因我們聽說，在你們中間

有人不按規矩而行，甚麼工都不做，反倒專管閒事……要安靜做工，吃自己的飯……」這裏也強調不是甚



麼工作也不做，更不要成為專管閒事的人，這跟帖前4:9-12有相似的意思。

我們要彼此相愛，也要彼此提醒。教會是一個愛的群體，同樣也是彼此問責、守望的群體，這才是真正

的愛。然而，我們不可被人濫用信徒的愛心。彼此相愛當然是指幫助人，但我們卻要用智慧分辨，是否幫

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另一方面，教會裏也許會有一些自私的基督徒，他們只顧自己，甚至會利用其他人

的愛心。因此，我們要從自己做起，做個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作工，不要濫用弟兄姊妹的愛心。我

們不要專管閒事，只要專心做好自己的本分，完成受託的工作。一個專管閒事的人會分化群體，他們會打

着彼此相愛的旗號，然後作出破壞的行為。有些人自覺需要別人幫助，但好像所有人都欠了他，要求別人

要愛他、包容他，更不可批評他！如果我們真的成為安靜人，便不會有甚麼缺欠，因為有從神而來的供應

和滿足。因此，保羅強調我們要靠着聖靈，立志做安靜人。

另外，我們是為主作工，為主作見證。每人都有自己的崗位，不論在職場、家庭，也是為主而活、為主

作工，更要成為見證，不要成為使人跌倒的絆腳石：「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

而行。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神的教會，你們都不要使他跌倒。」(林前10:31-32)信徒無論做甚麼

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保羅又教導提摩太，在職場上不要讓神的名和道被褻瀆。「凡在軛下作僕人的，當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

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褻瀆。僕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為與他是弟兄就輕看他；更要加意服事

他；因為得服事之益處的，是信道蒙愛的。」(提前6:1-2)如果僕人有信主的主人，便要加倍的尊重他；上

司不能因為講愛心而無止境的包容下屬，下屬也不可濫用愛心，刻意叫上司只給自己最簡單的工作。我們

要尊重自己的工作，愛同事，這才是正確的工作態度。其實提多書也有類似的提醒：「勸僕人要順服自己

的主人，凡事討他的喜歡，不可頂撞他，不可私拿東西，要顯為忠誠，以致凡事尊榮我們救主神的道。」(

多2:9-10)最終是叫神得着榮耀。

這也是帖前4:12的信息：「好使你們得到非信徒的尊敬，也用不着倚賴別人的供給。」(《現代中文譯

本》)當我們做好自己的本分，不信的人看見我們的好見證，信徒便會被尊敬，上主也會得着榮耀。如果

我們在職場上濫用愛心、作了壞見證，就會褻瀆和羞辱神的名；但當我們在非信徒中有好的見證、得着尊

敬，我們的神便會因此得着榮耀。因此，保羅為帖城的信徒不住祈禱，求神的大能幫助他們，然後藉着他

們的工作，神便從中得到榮耀(帖後1:11-12)。

「樂享聖筵」讀經計劃早前讀到加拉太書，如果我們與帖撒羅尼迦前、後書一同閱讀，便會有更多體

會。「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你們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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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容易的，因

為當時的以色列人對外邦人充滿歧視和敵意，但這裏卻提醒我們在基督耶穌裏可以合而為一，其基礎是他

們都信了耶穌，歸入基督、披戴基督。我們是如此不同，卻可以因為連於基督、彼此相愛，我們有沒有珍

惜呢？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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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15)這裏提醒我們蒙召後有自由，但這自由卻不能成為放縱情慾的機會，反而是彼此相愛裏面的互相提

醒──不要讓自己成為自私的基督徒，不要濫用弟兄姊妹的愛心，不要成為「愛心騙徒」，專管閒事，也不

要以為別人都欠了你。否則，當這樣的信徒越來越多，肢體便不能彼此相愛，反而會彼此傷害，教會最終將

會受到傷害。求主幫助我們警醒，以來自神的愛彼此服侍，先從自己開始，做個安靜人，竭力做好神所委託

的工作，在生活中(有智慧地)以愛心，把真理表達出來，與身邊的人在愛中一起成長，榮耀主名。

今天的經文提醒我們要反思：外人是怎樣看教會呢？是彼此相愛的教會嗎？更重要的，是神所喜悅的教

會嗎？讓我們反思城浸是否一間彼此相愛的教會，是否一個屬靈的家，並且彼此互為肢體？如是的話，我

們便不會濫用弟兄姊妹們的愛心，甚至彼此傷害。求主幫助我們按着聖經的教導，成為神所喜悅的教會，

榮耀主名。

總結
最後，我想分別以舊約和新約的經文(神的教訓)作總結：「歸耶和華為聖」(出28:36-38)，「為榮耀神

而行」(林前10:31)，「歸耶和華為聖」，大家可能會想起舊約中的祭司、神職人員，或「馬的鈴鐺」(亞

14:20)，事實上，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都應該歸耶和華為聖，而每間教會都要成為聖潔，為神發光；我們

也要從自己做起，在生活中為榮耀神而行，不叫人跌倒，活出真正彼此相愛的見證，讓神得着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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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浸信會
地址：九龍亞皆老街206號

電話：2713 5111

網址：www.baptist.org.hk

移民系列1
主辦：九龍城浸信會

移民者的選擇與焦慮
移與不移的焦慮；探索移民掙扎過程的心路歷程

講員：區祥江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教授)

回應：曾智聰牧師

地點：本會大禮堂

時間：下午2:30～4:30

日期：5月16日(主日)

查詢：張慰玲同工 2713 5111

另設               (本會大禮堂直播) 按此
(本會Facebook同步直播) 按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8Vr5fDzla4
https://www.facebook.com/kcbc.baptist/
https://www.baptis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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