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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五月廿九至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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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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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訓練幹事︰黃念郇



序      樂 Prelude..................(六、清) All Glory to God on High (F. W. Zachau).......................洪彥弟兄

                                             (早、午) Cantabile (Justin Heinrich Knecht).........................黃敏嫻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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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首 讚美主名 ................................. 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馮慧敏傳道   胡美華傳道   馬穎儀牧師   陳婥芬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六、清) Why Should I then Grieve? (J. G. Walther).................洪彥弟兄  

                                                  (早) Thy Holy Wings, O Savior (arr. Rick Parks)..............黃敏嫻姊妹

浸      禮  Baptism(午)................................................................................................................郭健民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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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8:12-17..........葉耀昌弟兄   胡南華弟兄   蘇志榮弟兄   鄭啟和弟兄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陳梅珍姊妹  林英偉弟兄   梁經緯弟兄   陳志新弟兄

主日獻金   Tithes and Offering(紅袋).............(六、清) Abide with Me (William H. Monk)...........會      眾

                                 (早、午) Eternal Father, Strong to Save (arr. Larry Shack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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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祝弟兄 姚鳴德執事   袁瑋聰弟兄 許文森弟兄
指揮：李鳳儀姊妹 姚鳴德執事   阮詠恩姊妹 關傑明弟兄
風琴：洪   彥弟兄 洪   彥弟兄   黃敏嫻姊妹 黃敏嫻姊妹
伴奏：郭綺玲姊妹 郭綺玲姊妹   鄧梓晞姊妹 吳凱瑜姊妹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獻      詩   Anthem ........................................................O Love.....................................................詩      班

                曲：Elaine Hagenberg 詞：George Matheson ©2016 by Beckenhorst Press, Inc.

                中譯：世紀頌讚327首第1,3節，唐佑之譯，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O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I rest my weary soul in Thee;

  I give Thee back the life I owe, that in Thy ocean depths its flow may richer, fuller be. 

  O Joy that seeks me through the pain, I cannot close my heart to Thee; 

  I trace the rainbow through the rain, and feel the promise is not vain that 

  morn shall tearless be. 

  啊！神的愛永不棄我，我願憩息在祢懷裡，

  奉獻上我生命歸祢，從祢豐富生命泉源如洋海永湧流。

  啊！神的喜樂安慰我，我願拉著祢的恩手，

  支取祢賜諸般應許，從狂雨中仰望彩虹如清晨永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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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致一直還在堅持的人 (帖前5:1-11)............................黃榮基傳道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 .....................................世頌419首 奮勇交戰...................................會眾坐唱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馮慧敏傳道   胡美華傳道   馬穎儀牧師   陳婥芬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258首 聖哉，聖哉...................................會眾立唱

祝      福   Benediction..................................................曾智聰牧師   吳彩虹牧師   馬穎儀牧師   郭健民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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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o in G Minor (Domenico Zipoli)...................... 眾      坐

                                              (早、午) Immortal, Invisible, God Only Wise (arr. Alice Jord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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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啟明 劉漢華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洪佩茜 黃日東                 
主日早堂  馮淑冰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李潔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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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Faith and acts of kindness must go together             
          Presider: Ms. Geriann Wyrick
          Hymn leader: Mr. Clement Lai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宋   軍牧師    講題：慎言(雅3:1-12) 
主席：李雅詠傳道    領詩：沈紹麗姊妹    司琴：高文淑姊妹

11:45 

               主日晚堂(浸禮)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明頌恩傳道    講題：使我不窮也不富(箴30:7-9)    主席：鍾家威傳道    浸禮：吳彩虹牧師
            司琴：譚浩文弟兄    讀經：潘美玉姊妹     奉獻祈禱：董淑儀姊妹     司事：亞倫成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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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主日清早堂           325          

主日早堂              478        

主日午堂              341          

主日晚堂                51             

普通話崇拜             38

English Worship       36  

    每 日 讀 經 圖書館：第二季「樂享閱讀」書籍推介

 (日)  使徒行傳        十五1-12

 (一)  以弗所書        六10-20

 (二)  使徒行傳        十五13-21

 (三)  使徒行傳        十五22-35

 (四)  使徒行傳        十五36-41  

 (五)  提摩太前書     四1-5

 (六)  使徒行傳        十六1-5

方憬仁傳道書籍推介：《慈心憐憫：在卑微與逼迫中發現上帝》

在現今充斥苦難的世界，我們能如何與他者「共患難」？《慈心憐憫：

在卑微與逼迫中發現上帝》一書，帶領讀者反思「憐憫」的課題。我們

自少在競爭文化下成長，憐憫從不是我們的人生動力。然而，作者認為

「憐憫的召命，是基督徒生命的主軸」，亦惟有在基督裏、並藉著基督

才能真正明白「憐憫」的意義。本書分三部分，逐步反思信仰群體如何

在受苦世界中，踐行憐憫的召命。深盼有更多信徒能閱讀此書，一同學

習與他者「共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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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

※1215

51

63

23

14

-

104

35

-

44

線上崇拜瀏覽
總人數2154(截至25/5)

兒童線上崇拜瀏覽
人數562(截至25/5)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崇拜總人數    1636



九龍城浸信會二零二一年會友周年大會議程

日   期︰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禮拜三)下午八時  地    點︰大禮堂
主   席︰何鏡煒執事 書    記︰馮國雄執事   領    禱︰主 席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是次會友周年大會，討論事項共有六項，選舉本教會受託人(即產 
 業保管委員)、接納核數師報告(詳見大堂佈告板)、聘請二零二一年度核數
 師、邀請義務法律顧問、設立「九龍城浸信會神學教育進修資助規例」(詳見 
 大堂佈告板)及「九龍城浸信會–資助全職事奉會友規例(本地差傳)」(詳見大 
 堂佈告板)事宜。
二、鄧錦輝執事請辭產業保管委員一職，本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三、有關本教會產業保管委員會於本年六月三十日止，一年任期委員趙麗文、
 馮國雄、黎達強任期屆滿；二年任期委員何鏡煒、李家暉、龐志偉尚餘任期 
 一年；三年任期委員李少強、鄧錦輝、温恩智尚餘任期二年。

乙、討論事項
一、有關產業保管委員鄧錦輝執事請辭，其餘下之二年任期，應如何補選案。
 建議︰推選譚永昌執事擔任之，任期由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

二、有關本教會產業保管委員趙麗文、馮國雄、黎達強執事任期屆滿，應如何推 
 選案。 
 建議︰推選趙麗文、馮國雄、黎達強執事擔任三年任委員，任期由二零二一 
  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本教會二零二零年度之賬目業經香港長城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稽核完成 
 （詳見大堂佈告板），應否通過接納案。 
 建議︰通過接納。
    
四、本教會擬繼續聘用香港長城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稽核本教會二零二一年度 
 賬目，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 繼續聘用香港長城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五、本教會擬續邀楊彼得律師擔任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義務法律顧問，應否 
 通過案。
 建議：通過，續邀楊彼得律師擔任，任期由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有關設立「九龍城浸信會神學教育進修資助規例」（詳見大堂佈告板），應 
 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七、有關設立「九龍城浸信會–資助全職事奉會友規例(本地差傳)」（詳見大堂佈 
 告板），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訃聞
◆	鄭敏儀姊妹已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2 0 2 1 年 5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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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事工
◆	普通話事工在新學年度(2021-22年)需要大

量義工參與親善家庭計劃、廣東話班、亦師

亦友計劃等，為招募工作祈禱，求神預備足

夠的義工。

◆	為新學年的義工培訓禱告，特別是廣東話班

助教的訓練，願弟兄姊妹能有更好的服事。

查經祈禱會(周三)
早上9時，晚上7時半(大禮堂)	

線上瀏覽人數	698	(截至25/5)

上周出席	(早)	45人		(晚)	83人

負責同工：姚禧嘉傳道

差傳劇：我信：耶穌可依靠、可親近

早上聚會設網上直播，會後可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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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5月30日
請已報名之弟兄姊妹按時出席6月5日(六)下
午2-3時之簡介會。 

「為這城守望」祈禱小組：6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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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籲奉獻支持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信望愛」擴建工程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將展開第三期「信望愛」擴建

工程，新教研大樓籌募計劃目標為港幣7,000萬

元。經執事會討論後，建議本教會奉獻目標款項

的十分之一(即港幣700萬元)，並以本教會名義

為新教研大樓三樓八十人會議室予以命名。呼籲

弟兄姊妹踴躍支持本港浸信宗神學教育，慷慨捐

獻，並可透過本教會累集一併捐獻支持神學院。

奉獻方法：會眾請把現金或支票放

入差傳奉獻封，封面寫上「支持浸

信會神學院」；如以電子方式奉獻，

也請備註「支持浸信會神學院」。

查詢︰方兆雄牧師	/	郭健民牧師

「信望愛」工程之簡介可掃描二維碼。

會聞
◆	婦女部慶祝本年女傳道會成立85周年，訂造

了木製手機屏幕放大座紀念品，尚餘少量，

每個$25，請到會友服務處購買，

				掃描QR	code可收看使用方法。

音樂部誠徵暑期實習生
須為成熟基督徒，現屆大專音樂系學生優先，

協助籌劃和推動音樂課程活動，處理文書雜

務，懂操作電腦。有意者請電郵聯絡方兆雄牧

師：wilsonfong@baptist.org.hk

差傳月聚會
差傳月主題︰「多元體驗 我信我See我行2.0」

1. 差傳主日崇拜
6月5、6日(周六、主日)		

講員：馬穎儀牧師

6月12、13日(周六、主日)		

講員：曹偉彤牧師

6月13日(普通話崇拜)

講員：活泉宣教士

6月20日(English	Worship)

講員：林于謙傳道

6月19、20日(家庭小敬拜)

講員：林少琼牧師

6月26、27日(家庭小敬拜)

講員：洪佩茜傳道

2. 周三祈禱會 - 差傳劇《我信我See我行Areinei》
上午9:00，晚上7:30(大禮堂)

6月2日				我信：耶穌可依靠、可親近

6月9日				我See：耶穌了舊事、賜新心

6月16日		我行：耶穌新樣式、新方向

6月23日		信‧See‧行，萬族齊來敬拜神！
9/6晚上8:15-9:00設有差傳事工祈禱組(國內
組:6樓禮堂、海外組:G03室及穆民組:710室)。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worship at 10:00am every 
Sunday in B01, Basement. 
6 Jun 2021(Sun)
Title: Faith and how we are justifi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Rev. Bryan by 
email: bryan.p@baptist.org.hk
Facebook: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English Ministry

關顧部栽培員訓練課程
「初信成長八課」
日期：7月6日至8月31日(逢禮拜二)及
								9月6日(禮拜一)，共8堂	
時間：晚上7:30-9:45
地點：六樓禮堂						
對象：受浸兩年或以上的本教會會友，必須有

傳福音或關心栽培初信者心志
目的：訓練信徒成為栽培員，幫助初信者紮穩

信仰根基
內容：深入淺出的靈命栽培課程及實習
報名：會友服務處索取報名表格，填妥連同約

500字得救見證交回
截止：6月6日(詳情請掃描	QR	Code)
查詢：張慰玲同工(電話:2767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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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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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至6
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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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BUN FUN夏令會現正招募義工，誠邀弟
兄姊妹加入事奉團隊，請到會友服務處、五
樓辦事處或406室索取報名表。
網上報名請掃描二維碼。6月6日
截止。如有查詢，請聯絡兒幼部
傳道同工，非常期待您的參與！

2021青少部暑期活動
主題：玩野亂鬥日
日期：7月28-29日(禮拜三、四)
地點：八樓禮堂(因應疫情狀況，或會改在線上

進行)
對象：升讀中二及中三的學生
內容：詩歌、亂鬥地上桌球、天黑請閉眼、無

限桌遊、瘋狂足球機、Switch鬆一鬆
名額：共設兩節，最多參與一節，每節兩小

時，每節名額最多40人(先到先得)
查詢：鍾家威傳道(電話:27674308或
											電郵:kwchung@baptist.org.hk）
報名：會友服務處索取及交回報名表，
									或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

婦女部主辦 「生活雅敘」第二擊 
一個屬於姊妹的健康生活平台
日期：6月26日(禮拜六)

時間：早上10:00-中午12:30

地點：八樓禮堂

內容：1.減壓有良方(余素瑩姑娘，註冊社工)

									2.花藝入門—圓枱花設計

												(黃美瑛姊妹，插花組組長)

名額：20位，收費：$80(花材費，須自備花剪)

截止：6月20日(主日)或額滿即止

查詢：張慰玲同工(電話:27135111)
註：按疫情情況，或改為網上zoom進行，
花藝部分只設示範，已交之花材費將全數退
回，歡迎新朋友參加，會友服務處報名。

2021鄰舍宣教計劃 - 心靈驛站
日期：6月2日至7月28日	(逢禮拜三)
時間：中午12:00-下午2:00
地點：大禮堂
形式：開放大禮堂、播放詩歌，歡迎鄰近職場
									人士，安靜默想
鼓勵弟兄姊妹邀請在教會附近工作的親友參與。

「關係重建」系列講座 2
關係破損：家人關係的修補
日期：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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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冰？增進彼此溝通，了解和諒

解、修補關係的方法
講員：陸忻紅珠
								(資深婚姻家庭治療師及督導)
回應：饒偉利傳道
查詢：高葆華同工	27674324
主辦：關顧部輔導組



明日世界終結時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帖前4: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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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方兆雄牧師 記錄：杜玉蓮姊妹

引言
根據使徒行傳記載，今天是主基督復活的第50天，亦即聖靈降臨日。耶穌在復活後第40天升天，祂在這之前

告訴門徒，聖靈將會降臨他們身上，並吩咐他們將福音傳開直到地極，主作見證，然後主便會再來(徒1:6-11)。

今天我們思想的經文，與主的再臨有密切關係。

論到睡了之人(13-14節)
保羅回答帖撒羅尼迦的信徒提到「論到睡了之人」（帖前4:13）。他究竟是指哪些人呢？是指那些已經死了

的人。但為甚麼要用「睡了之人來」形容他們呢？其實早在舊約已用「睡了」來形容死亡(見申命記及列王紀上

下)。到新約聖經，耶穌對這說法有更清楚的闡釋，當一些宗教領袖和耶穌基督討論有沒有復活的事情時，耶穌

回答：「……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太22:31-32)意思是人在肉身上死亡，包括公元前2000年的猶

太人祖宗，在神裏面仍是活着的。當中最大的神蹟，就是主耶穌自己死而復活，在十架上被釘受死，擔當了世人

的罪債，根據聖經記載超過500人見證過祂復活，清楚表明祂勝過死亡，是生命的主。

在神的眼中，人死而復活，就好像人睡覺後都會醒過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以睡覺來形容肉身的死亡，是因

將來主要再臨審判全地的時候，人都會復活，就如睡醒一樣。對耶穌來說，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祂──祂不但來

去自如，也能領人出入，絕不受死亡的阻撓，更遑論捆綁！當我們明白這事實，也就明白為何我們會有盼望，因

為在基督裏，死亡並不是永遠的別離，而是暫時的安息，是直接與神同在，就像那與耶穌同釘十字架、悔改的強

盜與主同住樂園，又如窮人拉撒路安睡在祖先亞伯拉罕的懷中。第14節「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

們與耶穌一同帶來。」再一次肯定，在生的信徒以及已經離世與主同在的信徒並不是永別，而是到主再來之時，

已死的必會復活並與在生的信徒一起被提到主面前。

主必再臨(15-17節) 
當時信徒群體相信耶穌很快會再臨，並且盼望在有生之年能看見。對於已離世的信徒，他們是否失去目睹主

再臨的寶貴經歷？不是的！在保羅眼中，他們反而會先復活。當然，這「復活的身體」是很難以我們今天有限的

知識去想像。然而，復活的身體是一個榮耀的身體，按福音書記載，主耶穌可以自由進出上了鎖的房間向門徒

顯現，與以馬忤斯兩位門徒吃飯時又可以自由離開，看來這既是「真實的」身體，卻不受物理的限制(另參林前

15:50-58)。將來我們都會像主耶穌一樣有新的身體，腓3:20-21告訴我們：「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

主……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請留意保羅想讓弟兄姊妹知道的，並不是神學的理論，而是主耶穌在福音書中應許的事實：「主必親自從天

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這是人人都會見到、公開的君臨天下的場景；屆時世

界將會受到審判，而「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着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

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16-17節)重點是主必會再來，離世的信徒將會復活，並與活

着的信徒被提，跟主永遠同在。這便是信徒的盼望，更是當親人離世時感到憂傷，但將來可重聚的莫大盼望。

彼此勸慰(18節) 
保羅他們的信念，就是神應許將來必要成就的事，這成為昔日也是今日信徒衡量以怎樣的心態去過活，以準

備好自己將來迎見神。這就好比學生知道將有考試，就會努力溫習；女士懷孕就會作產前檢查、調養身體、準備

擺設迎接新生命。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會為可預見的將來作準備，更何況信徒有聖經的應許？主必要再來，

雖然不知道主再來的準確日子、時辰(太24:36)，但我們也要思想以怎樣的心態去過活，以及作怎樣的準備見主

面？我們在這被罪影響的世界中生活，必然會面對生老病死。當弟兄姊妹有信主的家人離世，我們應該怎樣去安

慰他們？又或是自己信主的家人、摯友離世，該怎樣面對？甚至連我們自己都面對疾病、死亡時，該以怎樣的心

態去面對呢？

我們必須清楚知道，神沒有應許我們沒有苦難。相反，在福音書中耶穌基督清楚說明：在人子再來之前，將

有各樣的災難，不論是人禍或天災，信徒因信耶穌的緣故受逼迫(太24:7-8)等等。但主耶穌也應許：「我將這



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

16:33)。所以保羅在林後1:4說：「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

樣患難的人。」意思是不論當日帖城的信徒，或今天的我們，都會面對各種苦難。但叫我們有盼望的就是主耶穌

基督成就了的救恩，以及主必要再來，叫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復活，並和在世的人一同被提，與主永遠同在的應

許。這就是信徒彼此勸慰的緣由，因為我們是有盼望的。

相對於不認識神的人，死亡對他們來說就是滅亡、永別和終結；他們所留下的是其他人對他在世時的回憶，

或物質上的財產；一些偉大人物也許對後世的精神文明有貢獻，可惜他們都沒有永恆的指望。所以為未信的家人

朋友信主祈禱、把握機會向他們傳福音，是重要及應該的。

思想  
1.面對失去親人，彼此勸慰
面對親人離世，我們會傷心流淚，有很深的不捨之情。表達哀傷是應該的，因為我們很愛那位親人，只是我

們也要記住，在哀傷中亦要有指望，因為聖經說過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是與主同在，在末日的時候，將會

以榮耀的身體復活。這是一個真實的應許，因為主耶穌基督曾經歷過，祂在世的安息是一過程。「生死教育」是

近年在香港開始着重的輔導範疇，以專業輔導而言，當中不分宗教信仰；這顯示了社會已經開始關注到應該怎樣

去輔助臨終的病人、安慰幫助失去親人的人。我們要注意，有些「安慰的話」不但沒幫助，反而會有「反效果」

。2015年，聖公會聖匠堂「護慰天使」服務從喪親家屬收集到十句令人最難受的安慰說話，包括：「節哀順變；

時間可以沖淡一切；時間都過了這麼久，還想來做甚麼；這都是神的安排；你看看那個人的情況比你更慘，其實

你已經不算太差……」等等。箴言有類似的教導：「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10:19)事實

上，耐心聆聽對方的心聲、分享自己對死者離世的感受，來表示理解對方的情緒和安靜陪伴反而更有幫助。

但在帖前經文，保羅讓我們從救恩應許的向度去理解。在主裏的信徒，肉身的死亡不是一個終結，更不是絕

望，而是有盼望的──我們知道他們已經與主同在，將來也會以一個榮耀的身體復活，與主耶穌一同降臨，接我

們與主永遠同在。當然，這盼望是我們去關心及安慰人的信念，卻不要誤以為是一個方便的金句或口號；我們仍

要學習如何去面對和安慰人，社會上有很多研究展現出對生命的尊重及關懷，這是值得鼓勵和學習的；而主耶穌

基督的信仰，卻是獨特的、豐富的，也應該是我們心中的緣由──就是我們在主耶穌基督裏的盼望。

2.面對失去及前路改變
我們在生活裏都會經歷很多改變和失去。例如學生在剛過去的社會動盪中、疫情中，學習受到影響，他們經

歷到的困難仿佛是被這個時代選中！在社會壓力下，有弟兄姊妹選擇移民，要在外國重新適應一切。而留在香港

的，也要面對經濟壓力。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些轉變呢？又或者當我們的身體出現疾病，生活習慣有所改變，到底

背後有甚麼力量支撑着我們呢？當然是主！這讓我想起一首詩歌《我知道誰掌管明天》的副歌：「有許多未來的

事情，我現在不能識透，但我知誰掌管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

3.教會在疫情中的見證
初期教會在頭300年常被猶太人排斥，加上被羅馬政府迫害，但為何福音仍能不斷的廣傳？其中一個歷史原

因，是當時基督徒群體面對瘟疫所展示的愛心服事。於公元250-270年間在羅馬帝國北非行省的迦太基市，持續

發生了近20年的瘟疫。當時的人對染病者避之則吉，任由病人自生自滅，屍體無人處理，全被棄置一旁。當時迦

太基的教會領袖居普良(Cyprian)發動信徒照顧及關懷病者，既給他們糧食和食水，更協助安葬屍體，而服侍的

對象更不分是否已信耶穌。當時的基督徒仍被逼迫，但他們的愛心見證震撼人心，也感動了羅馬政府，使原本被

迫害的信徒得到社會的尊重，他們在羅馬帝國深得民心，福音也因此廣為流傳。

結語
死亡──對世人來說，他們一切在地上的勞苦、功業、關係、都由他人去繼承，自己再也沒有份，世界與他

再沒有關係，可說是他「個人世界」的終結。但對於跟隨主耶穌基督的人來說，正因我們知道世界將會怎樣終

結，這讓我們今天有盼望，因為我們所依靠的這位勝過死亡又復活的主耶穌，祂也曾走過這條路，祂有生命的權

柄，並且給予我們確切的應許，所以我們今天能全然交託。也正因這份盼望，面對親人的離世時，甚至我們自己

將來同樣走過疾病、死亡之時，心靈可以有所依靠，也能根據這份盼望，彼此勸慰。

主再來的時候，我們將與先前在主裏安息的人，一同被提，與主相遇和主永遠同在。我聽過關於一位姊妹的

見證，她患有腦退化，誰都忘記了(包括家人)，卻記得主耶穌，並喜樂地盼望主來接她。但願我們面對苦難時不

喪膽，就如林後4:16所說：「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又或者像使徒彼得說過的：「……叫我們

有活潑的盼望，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彼前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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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重建系列2
主辦：九龍城浸信會 關顧部 輔導組

關係破損：家人關係的修補
1 .如何破冰?
2.增進彼此溝通、了解和諒解
3.修補關係的方法

講員：陸忻紅珠 (資深婚姻家庭治療師及督導)

回應：饒偉利傳道

地點：本會大禮堂

時間：下午2:30～4:30

日期：6月13日(主日)

查詢：高葆華同工 2767 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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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講座後另設小型工作坊，
請掃瞄或按下二維碼了解詳情

及報名方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VaxmVuBAkw
https://www.facebook.com/kcbc.baptist/
https://www.baptist.org.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kXxp4OXy8eJecn-sv9TlPz9uueOjfYV-1y9GOoiBGe8/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延至6月6日下午2:00





https://forms.gle/bGhnqZSwHhTww67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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