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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六月十九至二十日   周六崇拜：下午6:00  主日崇拜：上午8:30, 10:00, 
11:45, 下午6:00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成神無瑕疵的兒女。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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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arr. Dan Miller)........................黃念郇弟兄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549首 宣主榮耀..................................... 詩      班

  讓我們宣揚主榮耀！當稱頌祂！哈利路亞！同來向祂敬拜，同屈膝讚美主。

  來敬拜祂，萬有的主。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53首 祢信實何廣大................................ 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李美儀傳道   謝仲軒傳道   明頌恩傳道   馮潔儀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六、清、早)Adagio from Organ Concerto IV (G. F. Handel).........黃念郇弟兄

浸      禮  Baptism(午)................................................................................................................曾智聰牧師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願主差遣 宣揚主名............................ 會眾立唱
  請差遣我 (曲：吳秉堅，詞：吳秉堅、梁沃厚，編：黃念郇；版權屬全心製作，獲准使用。)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祢是神！誰亦需要悔改歸向神治國度，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全地每一顆心都願歸祢，
成為活祭，見證真理，請差遣我。(全段唱兩次)
樂遵主命 (生命聖詩244首，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詩班)1. 救主要我前往之地，未必遠渡重洋，未必攀上山嶺高峰，或在危險戰場；
            但若救主微聲呼喚，雖然不知前程，我牽主手，欣然回答，「祢命我何往必聽。」 
 2. 現在或有慈愛恩言，耶穌要我去傳；或者有人走入歧路，要我領他回轉；
     有主在前引領我路，不怕黑暗危險；美好信息我要傳揚，主命我何言必言。(副歌)
 3. 我知有一卑微工作，在世廣大禾田等待我去獻身努力，報答十架恩典；
    今將所有交託我主，深知主愛恩情；我願忠誠遵主美旨，主命我何事必行。(升調) (副歌)
 (副歌) 差我何往，我必前往，雖經高山海洋；命我何言，派我何事，我必順服主旨意。
     (間奏轉調)

齊去宣揚  (曲：世頌 32，中文譯詞：第1, 3節修自何鄭愛暉，版權屬聖樂服務社，獲准使用、第2節黃念郇譯)

 1. 齊去宣揚！上主教會速起！救恩信息要傳遍普天下，
    宣揚基督，祂是救主君王；全地高唱，稱頌上主聖名。
 2. 齊去宣揚：生門經已大開！分享主愛，莫讓一人沉淪。
    為主而活，生命由祂掌管。得贖主僕，唯願彰主榮耀！
 3. 齊去宣揚！上主教會興起！靠主所賜得勝萬難力量。
    直到萬邦皆尊基督聖名，尊祂為主、為王直到永遠！
 (詩班) 尊崇主，尊崇主作王到永遠！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詩107:1-3, 23-32.....羅榮方弟兄   鄧萬發弟兄   劉永彪弟兄   吳傳坤弟兄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梁鈞良弟兄   區鶴文弟兄   梁金雄弟兄   鄭坤英姊妹

主日獻金   Tithes and Offering(紅袋).............................................................................................會      眾
                                       I Know in Whom I Have Believed (少年詩班)
                            曲：Mary McDonald, quoting EL NATHAN by James McGranahan, 詞：Daniel W. Whittle, 
 © 2001 Lorenz Publishing Company; 中文譯詞：頌主新歌316首(第1, 2, 5節)，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I know not why God’s wondrous grace to me He has made known, 
  nor why unworthy, Christ in love redeemed me for His own. 
  Chorus: But I know in whom I have believed; and I know whose grace I have received, 
              and I know that He will keep me safe with Him until the day He comes again. 
  I know not how this saving faith to me He did impart, 
  nor why believing in His Word wrought peace within my heart. (Chorus)
  I know not when my Lord may come, at night or noon day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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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星們弟兄 洪明祝弟兄   何鏡煒執事 關傑明弟兄
指揮：方兆雄牧師 方兆雄牧師   方兆雄牧師 方兆雄牧師
風琴：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伴奏：郭綺玲姊妹 郭綺玲姊妹   蕭碧蕊姊妹 蕭碧蕊姊妹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nor if I’ll walk the vale with Him, or meet Him in the air! (Chorus)
  He will keep that which I’ve committed unto Him against that day! 
  不知何以上主恩惠，待我如此豐盛，不堪如我亦蒙選召，主恩何等奇妙。
  副歌：惟我深知，所信的是誰，也知我接受了誰的恩典，
           祂必定能夠保守我，直到祂再來那日。
  不知何以因信得救，此恩向我成就，不知何以一信主話，滿心平安無憂。（副歌）
  不知我主何時再臨，如何與主相逢？或將經過死蔭幽谷，或遇主於空中。（副歌）
  祂必定能夠保守我所交付祂的，都全備直到那日。
差傳獻金   Mission Fund(黃袋) ..................................(讚美詩) Doxology .....................................會眾立唱
獻      詩   Anthem ......................................................上帝愛世人.................................................詩      班
                                                                 曲：蕭樹勝，版權屬作者所有；詞：約翰福音3:16-17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因為上帝差祂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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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使徒保羅寄語教會──要彼此和睦、要向眾人忍耐、要追求良善....郭健民牧師 

                                                        (帖前5:12-15)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393首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會眾坐唱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李美儀傳道   謝仲軒傳道   明頌恩傳道   馮潔儀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517首 高舉十架.......................................會眾立唱

祝      福   Benediction................................................................................................................郭健民牧師

差 遣 詩   Hymn of Sending Off......................世頌489首 上帝慈愛幫助我 (第4節)....................... 會眾立唱

       上帝大能常激勵我，宣講福音信息，耶穌奇妙救主聖名，是信、望、愛源頭。

殿      樂   Postlude.............And Did Those Feet in Ancient Time (C. H. H. Parry)....................眾      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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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詠恩 劉漢華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胡美華 黃日東                 
主日早堂  羅明遠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陳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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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 Daniel S.  
           Title:  What Faith Can Do             
          Presider: Ms. Christina Peistrup
          Hymn leader: Mr. Ernie Tam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金書亞牧師    講題：艱難中信靠(撒上30章) 
主席：洪佩茜傳道    領詩：沈紹麗姊妹     司琴：徐寶頤姊妹

11:45 

               主日晚堂(浸禮)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張志堂傳道    講題：困難重重的考驗 (拉4:1-10)   主席：李雅詠傳道    浸禮：吳彩虹牧師
            司琴：張曦雲姊妹    讀經：梁影珠姊妹       奉獻祈禱：崔廣池弟兄     司事：迦勒成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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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主日清早堂           306          

主日早堂              481        

主日午堂              377          

主日晚堂                49             

普通話崇拜             32

English Worship       49  

    每 日 讀 經 圖書館：第二季「樂享閱讀」書籍推介

 (日)  帖撒羅尼迦前書  一6-10

 (一)  帖撒羅尼迦前書  二1-12

 (二)  帖撒羅尼迦前書  二13-16

 (三)  帖撒羅尼迦前書  三1-5

 (四)  使徒行傳         十七16-34  

 (五)  帖撒羅尼迦前書  三6-13

 (六)  帖撒羅尼迦前書  四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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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1210

61

123

19

9

-

-

39

-

43

線上崇拜瀏覽
總人數2462(截至15/6)

兒童線上崇拜瀏覽
人數859(截至15/6)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崇拜總人數    1653



九龍城浸信會六月份會友月會議程

日期︰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禮拜三)周年大會後                    地    點︰大禮堂
主席︰何鏡明執事                書記︰王凌峰弟兄                     領    禱︰主   席

甲、報告事項
一、活動助理賀鈴姊妹來函請辭，事奉至今年8月31日。

二、梁憲孫、温美玲夫婦撤回薦出至香港浸信教會之申請，二人之會籍仍保留在本教 

  會。

乙、討論事項
一、以下二位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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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景雲弟兄 5月16日 曾智聰牧師

2. 趙海祥弟兄 6月6日 曾智聰牧師

 

二、駿發花園浸信會函薦林正文、黃玉敏夫婦加入本教會為會友，應否通過接納案。

  建議：通過接納。

三、劉慧華姊妹申請薦出加入生命頌浸信會為會友，應否通過照薦案。

  建議︰通過照薦。

四、現有十一位弟兄姊妹，業經本教會牧師及傳道查明信仰相符，並已於今年5月16、

  23、30日及6月6、13日接受浸禮，應否通過接納其為本教會會友案。

  建議︰通過接納如下──

  弟   兄︰陳慶強  趙彥文             轉會受浸︰蘇國耀

  姊   妹︰林秀芬  馬玉嬋  莫嘉慧  陳淑貞  趙彥晴  馬楚如  彭彩雲

   轉會受浸︰馮淑貞

五、中華神學院謹定於今年6月18日(禮拜五)晚上7時30分至9時45分借堂舉行畢業典 

  禮。受限聚令影響，現來函加借四樓禮堂、六樓禮堂及地庫小禮堂(B01室)作聚會直 

  播用途，應否通過追認案。

  建議︰通過追認，豁免加借之借堂費，服務費照收。

六、欣樂詠團來函擬於今年7月1日(禮拜四，公假)上午9時至中午12時30分借詩班室，同 

  日下午2時15分至5時借禮堂詩班台及風琴，並於7月15日(禮拜四)晚上7時45分至9 

  時45分借禮堂詩班台及風琴練詩，請求豁免借用場地及服務費用，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七、青少部建議與學園傳道會合作，於7月20日(禮拜二)晚上7時至9時在本教會合辦 

  「DSE放榜祈禱會」，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合辦。



八、 傳道部提本教會2022年繼續與恩福堂及香港聖經教會合辦「第六屆環球華人釋經 

  培靈大會」，並資助港幣20,000元作大會經費，應否通過合辦案。

  建議︰通過合辦。

九、 社關部提2021-2022年度本教會屬校校監、校董名單，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2021-2022年度本教會屬校校監、校董名單如下──

             屬校名稱 校監 校董

九龍城浸信會幼稚園 潘慶輝 陳國偉、吳晃榮、譚永昌、鍾耀斌、何燕萍、 

林珮珊

九龍城浸信會慈愛幼稚園 葉耀昌 徐君韻、孔雪兒、黎耀民、王秀慧、彭小玲、 

陸錦輝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幼稚園 邱潔瑩 譚煥玲、黎耀民、張文富、張達賢、黃華駿、

陳自強

九龍城浸信會嘉福幼稚園 黎達強 吳晃榮、孔雪兒、林美儀、彭小玲、陳耀光、

陳秉量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何建宗 潘慶輝、王寧添、何鏡明、陸澤湝、鄭啟和、

鄭崇恩

替代校董一名：姚鳴德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葉賜添 黎達強、譚永昌、邱潔瑩、張達賢、何鏡明、 

梁永偕

替代校董一名：林美儀

十、 人事委員會提聘請鍾詠恩姊妹為本教會短期合約多媒體技術員，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1年7月2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十一、人事委員會提聘請梁林森先生為本教會事務員，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1年7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十二、人事委員會提聘請麥子穎姊妹為本教會傳道，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十三、人事委員會提特聘吳彩虹牧師為本教會牧養主任，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其退休日翌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十四、下月月會主席應推何人擔任案。

 



訃聞
◆	薛篤信執事(1984年按立)已於美國時間2021
年6月6日主懷安息，安葬禮於當地時間6月18
日下午舉行。求主安慰薛執事家人。

◆	梁鄧亦用姊妹已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2 0 2 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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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聞
◆	今年第一次會友交流會謹定於6月20日(本主
日)下午3時至4時30分在大禮堂舉行，會友
可就建堂等議題互相交流。

◆	2021年會友周年大會謹定於6月30日(禮拜
三)晚上八時正在本教會大禮堂舉行，請會友
帶備會友證出席，共商神家聖工。會友周年
大會結束後，將緊接在大禮堂舉行六月份會
友月會，請會友留步參與。	

◆	鄭嬋芳傳道事奉至6月30日後離職，正在離
職前休假。

差會代禱事項
為東亞地區教會年青人的婚姻觀禱告
東亞某些地區的年青人流行先同居後領結婚證

和辦婚禮。如果在外地打工或唸書的年青人，

更視同居為節省房租的好方法。這股風氣對教

會年青肢體造成很大的試探，不少人更因此跌

倒。請為他們願意持守婚前貞潔守望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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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	(截至15/6)

上周出席	(早)	62人		(晚)	83人

負責同工：姚禧嘉傳道

主題：信‧See‧行，萬族齊來敬拜神！

早上聚會設網上直播，會後可重溫。

受浸新葡
陳月華姊妹(主日午堂)

曹潔明姊妹(主日晚堂)

個人佈道組消息
7月第一主日個佈組出隊，與樂富、龍翔鄰舍中

心安排預約長者到中心與弟兄姊妹傾談問候。

日期：7月4日(弟兄姊妹按時段到中心)，三段時

段：1:30-2:15；2:30-3:15；3:30-4:15(每時段

8組，先報先得，若該時段已滿，會安排另一時

段)請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楊麗群同工(電話:27674239)

各級成長班恢復實體聚會
1.	鑒於培道小學可租用，各級成長班於6月19
日起恢復實體聚會(一些班仍需以單雙隔周方
式聚會)。詳情及指引請聯絡各主任導師。

2.	在培道小學參與主日成長班的班員，請參加
位於「學校演奏廳」的崇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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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在開展，鼓勵會眾關心本港神學教育，慷慨

捐獻，並於今年7月11日(主日)或之前透過本教

會累集一併捐獻支持神學院。

捐獻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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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直接放入

已貼上「支持浸信會神學院」字眼的差傳奉獻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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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事工 
1.招募「廣東話班」助教
今年九月開始，服侍來港讀書的內地新生，網

上課程(zoom)，共8堂，每堂1.5小時，前半小

時觀看老師教學視頻，後一小時由助教協助帶

領學生小組會話，現需要大批助教義工。	

2.招募「親善家庭計劃」接待家庭
本計劃旨在為來港求學的內地本科新生，配對

本地接待家庭，讓他們得到適切的關顧，使他

們認識本港的文化，並儘快適應大學生活。現

需招募大量接待家庭。

3.招募「亦師亦友計劃」導師
一年制的計劃，由校內及校外豐富人生經驗的

專業人士擔任導師，關顧學生。

查詢：李德劍弟兄(電話:27674236)

									劉銳鋒傳道(電話:27674325)

報名：辦公時間到602室或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

截止：7月18日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worship at 10:00am every 
Sunday in B01, Basement. 
27 Jun 2021(Sun)
Title: Faith that is firm no matter what happens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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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佈道會
主題：疫境中的危與機
日期：7月10日(禮拜六)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大禮堂
講員：羅澤全先生(臨床心理學家)
主辦：成年部

當日下午2:00-2:45場外設有免費照相區，為親

友拍照並送上照片以作留念！
歡迎弟兄姊妹邀請家人、朋友參加。

2021樂享聖筵
2021樂享聖筵「與耶穌深度行」靈修計劃希望

收集大家對有關計劃的回應，請弟兄

姊妹於6月27日或之前，

掃描QR	code完成有關網上問卷。
第九屆「兒童三福」佈道訓練
日期：7月31日至8月28日	(逢禮拜六)
時間：上午10:00-11:30(五堂，2次出隊實習)
地點：六樓禮堂及203室
對象：9-12歲的本教會會友子弟
內容：採用互動、活潑方式、由小組組長分別

跟進及帶領、並透過詩歌、韻律、動
作、短劇、活動和勞作等形式

費用：$	30(請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
截止	:	6月27日

「星兒」招募義工導師
逢禮拜六晚堂時段的「星兒學園」是為學前自

閉兒童(約2-6歲)提供簡單的照顧服事，讓小朋

友能在團契中學習靈裏相交。

歡迎有心志學習服事星兒的

弟兄姊妹報名。

查詢：高葆華同工(電話:27674324)

關顧部主辦「事奉人員分享會」
主題：「是愛還是責任」
日期：6月27日	(主日)
時間：下午2:30
地點：大禮堂
內容：詩歌、工作坊、專題分享
講員：曹永亮弟兄
回應：陳淳傳道
報名：張慰玲同工	(電話:27135111)
歡迎各弟兄姊妹參加

「移民系列」講座2
移民者的融入與過渡
日期：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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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座會借用布瑞奇	 (William	 Bridges)	

的過渡理論	 (transitions)	 與信仰對話，
盼能幫助要移民者融入新處境。

講員：林國彬牧師(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授)
回應：方兆雄牧師

7-8月兒幼部BUN FUN Summer興趣班
歡迎小朋友一齊BUN	FUN，一齊玩﹗

1.	Praise	Power舞出BUN	FUN	

2.	BUN	FUN	花花世界

3.	BUN	FUN	做吓輕黏土

4.	乒乓球興趣班

5.	兒童抽象流體藝術:	流體畫+浮水染體驗工作坊

現凡參加本年網上兒童Bun	Fun

夏令會之參加者，每個興趣班課

程均減$10優惠。	7月15日截止

課程簡介

網上報名

音樂部課程
暑期大提琴初級班
日期：7月13日至8月24日(逢禮拜二、五)
時間：下午5:30-6:30
地點：101室
對象：初學者，中小學生優先(名額：3-4人)
導師：賴永信弟兄
學費：$1,300（共13堂）
截止：7月4日(請到會友服務處報名)

註：參加者可自行準備樂器，或付按金$500借

用大提琴連配套供上課及回家練習用。課程最後

一堂交還完好大提琴連配套，可退回全數按金。



祝福萬民的教會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徒13:1-5】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1 年 6 月 1 3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梁素梅傳道 記錄：李錦昌弟兄

引言
在宣教工作上，差者與傳者均十分重要。差者(教會)與傳者(宣教士)的關係非常密切，當雙方能彼此緊密配搭

服侍，確實可以為福音工作帶來美好果效，能帶領更多人歸向神。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間蒙福的教會──安提阿，

這是一間祝福萬民的教會，在擔任差者和傳者的角色上均十分稱職。

關於安提阿教會
按使徒行傳8章的記載，當司提反殉道後，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門徒就分散到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那

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福音，直走到腓尼基、居比路，並在安提阿傳福音，當時他們的對象仍以猶太人為主。

後來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到了安提阿，他們突破了傳統，也向希臘人傳福音 (徒11:19-21)。於是，安提阿教會便

成了使徒行傳所記載第一間由猶太人和外邦人所組成的教會。    

實際上，安提阿是當時羅馬帝國最繁榮的城市之一，僅次於羅馬和亞力山大。安提阿教會的弟兄姊妹很努力傳

福音(徒11章)，結果很多人接受耶穌為救主。當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聽見這好消息，就派了巴拿巴到當地了解，

當他看見神的恩典臨到這教會，就留下來參與服侍；後來因事工需要，他專程到大數邀請掃羅(即後來的保羅)加

入團隊。結果教會的福音工作非常興旺，而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徒11:26)。後來保羅將福音傳

至歐洲；歐洲的宣教士再將福音傳至中國，而香港能夠得聞福音，亦是有賴西方的宣教士來到我們中間！因此稱

「安提阿教會」是一間祝福萬民的教會，實在沒有誇大。究竟這教會具備甚麼質素呢？主要有三方面的「同心」：

1. 同心合意事奉神 (徒13:1)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王希律同

養的馬念，並掃羅。」這些人均為教會領袖，並且來自不同地方、文化、身份、種族和擁有不同教育程度……雖

然如此，但他們仍可以走在一起，同心事奉。巴拿巴是利未人(即猶太人，見徒4:36)，生於居比路(塞浦路斯)，

徒11:24形容他是一個好人，人緣非常好，被稱為「勸慰子」，亦是一個有錢且愛主的門徒，極仁慈慷慨的人，他

將田地、房產賣了，完全奉獻給教會(徒4:36-37)。他又是一個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的人，不獨有敬虔的生命、

良好的品格，又知人善任往大數邀請掃羅加入團隊(徒11:25-26)。

稱呼尼結的西面是猶太人名字，「尼結」就是黑色，因此他可能是一個來自非洲的黑人。路求來自北非的國家

古利奈(今天的利比亞)，而路求是拉丁文名字，意思是發光，估計他也是來自非洲。馬念是猶太人名字，是「安

慰者」之意，「與分封王希律是同養」意即一起長大，可見他在社會上是一個有地位的人。掃羅是猶太人名字，

受過良好教育，是敬虔的法利賽人，能夠完全遵守摩西律法。當他在大馬色路上遇見耶穌便蒙恩得救，改名為保

羅(拉丁文名字，微小的意思)，之後他努力為主作見證，向外邦人傳揚福音。

只是幾個名字就讓我們看見安提阿教會裏既有平凡人(西面、路求)、富有的人(巴拿巴)、受過高深教育的人(

掃羅)，也有尊貴地位的人(馬念)。雖然他們來自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文化及背景，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感到驕傲，

而是願意走在一起同心事奉神、用心教導信徒，這實在是一件很美的事。其實城浸也有來自不同國家的牧者(如北

美、東南亞及東亞地區)在不同崗位(如普通話、英語及印語事工)一起服侍，大家彼此學習、適應不同的文化和事

奉模式，目標就是帶領不同種族、群體歸向神。

2. 同心尋求神的心意(徒13:2-3上) 
第2節提到門徒事奉時禁食，其實敬虔的猶太人常禁食禱告(尼1:4)，目的是要尋求神的旨意。又例如在以斯帖

記，以斯帖皇后叫書珊城的猶太人禁食，並為國家民族的命運迫切向神祈禱(斯4:3,16)。從這個事奉團隊的行動

來看，他們很可能是為了教會的事情禁食禱告，這也反映了當時的教會領袖不是單憑人的智慧和經驗來處事，而

是透過禱告、禁食來尋求神的心意，實在是今天教會的寶貴提醒。



正當他們專心禱告尋求神心意時，聖靈就向他們說話：「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

作為教會的領袖，會否因為他們有出色的表現而強留他們？從經文來看，安提阿教會的確是一間屬靈的教會，那

些領袖並不是馬上召開會議，而是再次禁食禱告，同心尋求神的指引(第3節)。

關於尋求神的心意，我也有一些經歷。我年青時被一位同事邀請參加教會活動接觸信仰，後來信主。某天，

一位牧者鼓勵我報讀一個兩年的全時間佈道課程，我當時猶疑不決，沒有答應。當我學習安靜祈禱，尋求神的心

意時，神讓我想起常在街上傳教的異端教徒──他們願意用兩年去傳「禍音」，為甚麼我就不能用兩年時間為主

耶穌傳「福音」？最終我報讀並且完成了這個課程，確實增加了我對傳福音的熱誠和使命。後來，父神竟又給我

一個召命──擺上兩年到澳門宣教服侍！我沒有即時答應，而是切切向神祈禱，尋求祂的心意。結果，父神藉着

使徒行傳26章18節勉勵我：「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

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在媽媽不反對之下，我最後與另一位姊妹一同出發。

3. 同心順服神帶來的果效 (13:3下-5)
教會領袖在禁食禱告中得到聖靈的指示，然後再禁食祈禱尋求神的旨意。領袖們順服並且「按手在他們頭

上，就打發他們去了。」按手是有確立兩人的召命和祝福的意思，藉着這按手禮，表示大家同心認同、見證，代

禱及支持。他們接受聖靈的呼召及教會的差遣；他們去，有主的同在，也有肢體的關心、代禱和支援，的確意義

重大 !

於是，巴拿巴和掃羅開展了偉大的宣教工作(第一次宣教旅程)，徒13:4提到他們去到西流基，這是一個內陸

城市，其實他們的目的地是居比路 (巴拿巴的故鄉)。居比路當時是一個通商必經之路，而撒拉米也是一個繁榮的

商業中心，當中有不少猶太人居住，因此他們便進入撒城的各個會堂裏傳講神的道。在傳福音的策略上，我們見

到巴拿巴和掃羅總是先到猶太人的會堂裏傳道；在往後的第二、三次宣教工作中，保羅也用了相同方式，先將福

音傳給猶太人，然後再傳給外邦人。

聖靈與保羅和巴拿巴同在，大大使用他們，徒13-14章記載他們用了約三年時間完成第一次宣教旅程，將福音

帶到居比路、旁非利亞的別加、彼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特庇等地。在整個宣教旅程中，雖然他們屢

遭逼迫、被驅趕、甚至被人用石頭打，但是他們仍然靠主放膽傳揚福音，帶領了許多人歸向神。當他們完成了第

一次宣教旅程，就返回安提阿，向會眾述說神如何為外邦人打開福音之門。

安提阿教會是一間很有見證的教會，在宣教歷史上留下了光輝一頁。他們的領袖團隊有多方面的恩賜，他們

的種族、文化背景雖然不同，卻以合一的心來事奉，又常以禱告尋求神的心意。神在祂所定的時候，透過聖靈清

楚差派巴拿巴與保羅出去，而教會又順服神的帶領，以差遣、祝福和禱告為他們送行，因此福音得以向外傳。保

羅約二十年的宣教旅程一點也不容易，那年代交通不便，必須攀山涉水；他奔波勞碌，到過敘利亞、塞浦路斯、

土耳其、希臘、黎巴嫩、馬耳他、意大利等地；也經歷了許多艱辛，差點喪命卻毫無怨言，反以服事主為榮。他

帶領了多人信主，確實為主留下了佳美腳蹤。

未得之民
今天全球人口已達78億，基督徒(廣義，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及自稱信主的人)約有24億，其他宗教(包括穆斯

林、印度教，民間信仰等)約有54億──他們都在福音的門外。根據差傳機構的數據，2020年全球約有42萬5千位

宣教士，他們要面對54億人，即每位宣教士平均要向1萬3千人傳福音！福音還要多久才能傳遍天下呢？其實，耶

穌傳福音的使命不單託付給教會，也給予了每個基督徒。也許你自覺沒有傳福音的技能，但請不要忘記我們每個

人都是主的見證人。

總結
城浸已成立82年，差會則已成立了32年。我們曾差派宣教士在本地及海外，向不同種族、群體傳揚福音，可

惜能被差派的人實在不多。城浸人才濟濟，既有專業人士，也有許多事奉經驗豐富的肢體，但願有更多弟兄姊妹

起來成為基督精兵，為主所用。

也許你未必有全時間奉獻的呼召，但你是否願意奉獻一段短時間(如1-2年)，以不同形式、身份或平台去參與

宣教工作呢？這呼召不是只限於年青人，也包括成年人、年長的或已有家庭的在職人士，在此邀請你先向神求問

心意。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總要傳福音。如果你正在掙扎、對神的呼召有疑問、或正在尋求神的心意，歡迎你

與成長班主任導師或差會同工分享。

另一方面，若你想對差傳有更多認識和參與，歡迎報讀差會在10-12月舉辦的「把握時機」宣教課程，幫助你

明白神給你的人生方向！盼望城浸家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夠繼續努力實踐大使命，「如果你不是差者，你就要成

為傳者。」，願城浸成為一間像安提阿般祝福萬民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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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辦：九龍城浸信會

移民者的融入與過渡
移民是人生一大轉變，但這轉變只是外在的。人內在生命的過渡才是關鍵，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經歷足可借鑑。本講座會借用布瑞奇 (William Bridges) 
的過渡理論 (transitions) 與信仰對話，盼能幫助要移民者融入新處境

講員：林國彬牧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授)

回應：方兆雄牧師

地點：本會大禮堂

時間：下午2:30～4:30

日期：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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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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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YVdhB-kp4sY
https://www.facebook.com/kcbc.baptist
https://www.baptist.org.hk






Bun Fun Summer興趣班

Bun Fun花花世界
日期: 7月29日,8月12,19,26日(四)
時間: 下午2:00–4:00
地點: 小禮堂 B01室
導師: 陳艷芳姊妹、黃玉敏姊妹、陳愛玲姊妹
收費: $500/位(包材料費) 
對象: 8-12歲 | 名額：16
學習目標：
1. 互建關係，顧及他人需要，彼此分享資源
2. 花藝小知識及技巧
3. 欣賞天父創造奇妙
4. 送贈作品，祝福他人

Bun Fun
日期: 8月2,9,16,23日(一) 
時間: 下午3:00–4:30
地點: 外展中心A05-07室
導師: ERIC導師(D.O.G-power基督教跳舞基構成員

陳詠恩傳道、盧以心姊妹
收費: $200/位
對象: 9-12歲 | 名額：12
學習目標：召聚一群有興趣及心志帶領敬拜事奉的兒童，讓
兒童成長中，自己心裡被感動，將神的話銘記，全人投入地
用音樂、詩歌，敬拜讚美上主。

Bun Fun做吓輕黏土
日期: 8月11及18日(三)|A班(對象:5-7歲|名額：8) 
時間: 上午10:30-12:00
日期: 8月13及20日(五)|B班(對象:8-12歲|名額：10) 
時間: 上午10:30-12:00
地點: 本會704室
導師: 斯斯老師
收費: $200/位(包材料費) 
學習目標：
1. 能認識主耶穌的救恩
2. 能完成兩件作品(A班) | 三件作品(B班)
3. 在製作過程中，與人分享自己的生活點滴

日期: 8月12及19日(四) 
時間: A班(上午10:30-12:00)|B班 (下午2:30-4:00)

地點: 聯誼室B12
導師: 盧雪心傳道
收費: $200/位(包材料費) 
對象: 8-12歲 | 每班名額：8人
學習目標:不論是在調和顏料的過程或是顏料流動的
時候，小朋友可全神專注、放鬆心情，享受當下創作
的喜悅

日期: 8月11日(三)、8月13日(五) 、8月18日(三)、8月20日(五)
時段一: 上午10:00-11:15 |時段二: 上午11:30–12:45
地點: 八樓禮堂
導師: 曹永亮先生
收費: $100/位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一學生 | 每節名額：10人

課程簡介 網上報名
報名從速，額滿即止！
截止日期: 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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