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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六月廿六至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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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Garden (arr. Cynthia Dobrinski)...............................手  鈴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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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首 上主被尊崇..................................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吳家祺傳道   黃榮基傳道   魏文俊傳道   李靈亮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六、清、早)《羔羊憐憫頌》Agnus Dei (黃永熙)................... 羅明輝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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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30篇............李萬興弟兄   方紫雲姊妹   莫廣南弟兄   莊英明弟兄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蕭立僑姊妹   黃嘉馨姊妹   饒麗嫺姊妹   劉玉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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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a Closer Walk with Thee (arr. Bruce Greer) (手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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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瑋聰弟兄 葉焯雄弟兄   王堅臣弟兄 許文森弟兄
指揮：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方兆雄牧師 方兆雄牧師
風琴：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伴奏：廖穎珊姊妹 廖穎珊姊妹   吳凱瑜姊妹 吳凱瑜姊妹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獻      詩   Anthem ..................................................All Praise to Thee.........................................詩      班
                                         曲：Gelobet seist du, Jesu Christ，詞：German, st. 1370 ; Martin Luther, 1524, cento
                                              編：Elaine Hagenberg   ©2015 by Beckenhorst Press, Inc. 
                            中譯：轉載自《翼報》，http://www.ebaomonthly.com/ebao/readebao.php?a=2016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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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勝過世界 (約壹 5:1-12)...................................曹偉彤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316首 當信服神 (第 2-4 節)...........................會眾坐唱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吳家祺傳道   黃榮基傳道   魏文俊傳道   李靈亮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502首 速發光........................................ 會眾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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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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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我的喜樂》Jesu, meine Freude, BWV 1105 (J. S. 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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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雪心 葉文菁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謝仲軒 黃日東                 
主日早堂  馮淑冰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方憬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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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is firm no matter what happens             
          Presider: Ms. Geriann Wyrick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宋   軍牧師    講題：屬天與屬地的智慧(雅3:13-18) 
主席：李雅詠傳道    領詩：黃念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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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祺傳道   講題：大能的引導 (拉5:1-6,6:14-15)  主席：李美儀傳道  浸禮：吳彩虹牧師
           司琴：徐寶頤姊妹  讀經：劉慶華弟兄      奉獻祈禱：梁燕芳姊妹     司事：哈巴谷成長班

10:00 

永恆的主，頌讚都歸於祢，
祢穿上了血肉之體；
選擇馬槽為祢的寶座，
雖然所有的世界全屬祢。
祢來到黑暗的夜裏，
使我們成為光明之子，
使我們進到神聖的領域，
在祢光中，如祢的眾天使。
一個小孩，祢是我們的嘉賓，
勞倦的人在祢得到安息；
祢生成孤單和卑微，
使我們升到天堂從這下地。

All praise to Thee, eternal God,
Who, clothed in garb of flesh and blood,
Dost take a manger for Thy throne, 
While worlds on worlds are Thine alone. Alleluia
Thou comest in the darksome night 
To make us children of the light,
To make us in the realms divine, 
Like Thine own angels, round Thee shine. Alleluia
A little Child, Thou art our Guest
That weary ones in Thee may rest; 
Forlorn and lowly is Thy birth 
That we may rise, to heav’n from earth.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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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主日清早堂           334          

主日早堂              569        

主日午堂              415         

主日晚堂                59             

普通話崇拜             50

兒童崇拜                77

English Worshi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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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11

 (一)  帖撒羅尼迦後書   一3-12

 (二)  帖撒羅尼迦後書  二1-12

 (三)  帖撒羅尼迦後書  三6-15

 (四)  詩篇               九十六1-13  

 (五)  使徒行傳          十八1-11

 (六)  使徒行傳          十八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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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

※1014

59

41

33

-

41

8

38線上崇拜瀏覽
總人數1937(截至22/6)

兒童線上崇拜瀏覽
人數1039(截至22/6)

40聯合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崇拜總人數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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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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July 2021(Sun)
Title: The Time is Right to Return Home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會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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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7月11日起，主日晚堂崇拜將改於六樓禮
堂進行，開始時間仍為晚上6時正，請會眾
留意。

◆ 圖書館現有部分書籍擺放在地庫小禮堂門
口，弟兄姊妹如有興趣，可自由領取。

差會代禱事項
王念慈宣教士（泰國）
◆ 為悅語堂新職員選舉已順利選出三位職員感

恩；而教會各項事工之安排亦已順利交接。
願主繼續賜福及使用教會的服侍！

◆ 王念慈宣教士將於7月1日回港，在港完成檢
疫後，她將會到中福差會工作至7月31日。
求主保守及帶領她返港後能逐漸適應與家人
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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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截至22/6)
上周出席 (早) 65人  (晚) 71人
負責同工：方兆雄牧師
主題：禱告讚美會

早上聚會設網上直播，會後可重溫。

受浸新葡
謝巧雯姊妹(主日午堂)
嚴珧真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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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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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1-5月份財政收支
        經常費          差傳
收入    20,806,787(1)       6,270,616 
支出    18,254,506           5,531,870 
結餘/(不敷) 2,552,281            738,746 
註(1)佔全年預算收入40.84%
   (2)佔全年預算收入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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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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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30(請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
截止 : 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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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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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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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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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炳德傳道
＊當日下午1:40-3:00及5:00-5:40場外
設有免費照相區，為親友拍照並送上
照片以作留念！掃描QR code預約拍攝
歡迎弟兄姊妹邀請家人、朋友參加。

音樂部暑期訓練班
宗旨：激發兒童及少年人對音樂及樂器的興
         趣，培育新一代音樂事奉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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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提琴初級班
日期：7月20日至8月31日(逢禮拜二、四)
時間：下午2:30-3:30 
A班 ──地點：101室(導師：王結萄弟兄)
B班 ──地點：104室(導師：胡欣恩姊妹)
對象：初學者，小學生優先 (每班3-4人)
學費：$1,300（共13堂）
截止：7月11日(請到會友服務處報名)
註：以上大、小提琴班參加者可自行準備
樂器，或付按金$500借用大、小提琴連配
套供上課及回家練習用。課程最後一堂交
還完好提琴連配套，可退回全數按金。

3.兒童手鈴/手鐘班
日期：8月17日至8月27日(逢禮拜二至五,共8堂)
地點：710室(逢禮拜四在四樓禮堂)
時間：手鈴──上午11:00-12:15
         手鐘──下午2:00-3:15
資格：手鈴──升小四至中一 (名額：10人)
         手鐘──升小一至小三 (名額：8人)
導師：林嘉穎姊妹
學費：$480(另按金$100出席6堂或以上，愛惜

手鈴/手鐘的學員可取回）
截止：7月11日 (請到會友服務處報名)
註：參加者須有良好視譜能力，必須盡量出席
所有課堂；若人數眾多，將需進行簡單面試。



使徒保羅寄語： 
要彼此和睦、要向眾人忍耐、要追求良善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帖前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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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郭健民牧師 記錄：張慶運弟兄

引言
使徒保羅在書信中勉勵帖撒羅尼迦信徒要彼此和睦、要向眾人忍耐，並追求良善。今天帖城及其教會已成

歷史遺跡，但神藉着保羅在當時建立教會並今天的經文給予我們莫大的提醒。使徒行傳17章形容當時的帖城為

一個躁動的城市，使徒一連三個安息日在猶大會堂傳揚耶穌基督的救恩，卻受到猶太人的迫害，導致保羅被迫

逃亡。

基督裏的教會
保羅書信起首便說：「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穌基督裏的教會。」(帖前1:1)

他提醒信徒，教會是在父神和耶穌基督裏的，並且也在乎聖靈。教會是屬於三一真神的，在馬其頓異象中，保

羅和西拉從小亞細亞轉到希臘一帶宣教，出乎意料之外，他們後來卻把福音傳到歐洲，這完全是聖靈主動的

驅使，是神的工作。同樣地，「亞皆老街206號」只是城浸家的會址，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屬於三一真神的教

會，有着耶穌基督給予我們的生命。

保羅稱讚帖城教會作了好見證，更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主耶穌所存的忍耐，

以至遠近皆知。因着神的同在和同工，他們也影響了周邊的城市，包括腓立比，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今天，

我們也要把這份信心、愛心和盼望延續下去。1971年出版的《華人浸信會史錄》記載了城浸的始創簡史：「本

會之始，僅有談道所一間，會友十二人，今則會堂巍峨，會務興盛，會友眾多。觀其發展之速，不得不感頌上

主之深恩厚愛，提携眷顧。」我們的確不得不感謝上主的深恩和厚愛，因為祂在我們中間，弟兄姊妹也願意與

神同作主工，這是何等重要！教會是屬於三一真神的群體，教會亦是具備信心、愛心和盼望的群體，使徒更

吩咐教會活出(流露)聖靈果實的生命，好讓世人認出我們是屬神的教會(加5:22-23)。那麼，我們應如何實踐

呢？

教會中的領袖
書信中沒有提到教會組織或職位等，但保羅說：「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裏面

治理你們、勸戒你們的。」(帖前5:12)在徒17章提到，當時受逼迫的有耶孫及幾位弟兄，他們開放自己的家作

聚會之用，又打點一切瑣事，最後卻被當時的猶太人逼迫、被官府拘捕。他們的「付出」，除了勞碌，更承受

被下監的苦楚，其實城浸家也有人勞苦打點一切，以致可以順利舉行聚會。另外，「治理」除了指權力之外，

也可譯作「走在前面」，這是神的呼召也是人順服的緣故；另外，「治理」也有維持秩序、督導、不至混亂的

意思。保羅要我們認出勞苦工作的人，要為他們禱告、要敬重及欣賞他們。按徒20章記載，當保羅在以弗所城

宣教時，帖城信徒亞里達古和西公都，他們也與使徒同工，甚或樂意被差，跟隨保羅和西拉等人一同宣教。事

實上，領袖不但要服侍教會，更要往外傳福音。

教會領袖就是主的工人和僕人，亦是事奉神和服侍人的人。他們必以主的訓誨作事奉的座右銘：「你們中

間誰願為大，就必作眾人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可10:43-44）

要彼此和睦(和平)
彼此和睦是指人際之間的關係。我們追求和平，並不等於本身沒有和平或不和睦，而是生命本質的流露，

展現出神的屬性。帖城教會在三個安息日內建立，會眾主要包括：聽了道的猶太人，敬虔的希臘人和尊貴的婦

女。當時的帖城十分繁榮，商貿亨通，交通便利，達官貴人多在此定居，是屬於馬其頓省第二大的城市。估計

若當時7萬居民中約有3萬是猶太人(不計算奴隸)，他們注重聖約，講律法及生活原則，希臘人則講求享樂、藝

術，尊貴婦女則是有財沒有勢的上流社會人士。他們來自不同背景，因此在事事講求平等的教會中，很容易引

發衝突，爭競及不和。如此，教會又如何作神的見證呢？保羅提醒眾人：「你們也要彼此和睦」(13節)，「和



睦」有平安之意，希臘文是Eirene；相等於希伯來文的Shalom，是猶太人彼此問安的語句，也有「你與神之間

的關係很和諧、沒有隔膜。」的意思。當你與神有和諧的關係，便會聽從神的吩咐，與人也會有和諧的關係。

大衛的上行之詩，詩133:1-3說：「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

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

永遠的生命。」相傳這詩是大衞在統一以色列12個支派時所寫下，也是猶太人上耶路撒冷過節時所唱的詩歌，

內容歌頌了弟兄之間的情誼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中寫到摩西膏立亞倫成為大祭司，兄弟同心配搭事奉

──弟弟摩西負責治理以色列人，哥哥亞倫則負責帶領人民的靈命成長，鞏固他們的生命。神對各人有不同的

呼召，肢體各司其職，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可惜，米利暗和亞倫因領袖之位狠狠攻擊摩西，損害了兄姊

弟的情誼和配搭事奉的關係，以致日後他們都不能進入迦南地。弟兄姊妹能和睦共處固然是美事，但如果彼此

間有嫌隙，就要及早處理。請謹記，要在主裏與人和好，與神和好！

向眾人忍耐
帖前5:14說：「也要向眾人忍耐」，「眾人」包括不守規矩、灰心軟弱和所有人。事實上，神對我們的忍

耐是無法估量的，從以前到今天，祂都在忍耐着我們──祂忍耐我們的不信、蔑視、冷淡和退步。教會面對聚

會人數減少，不敬拜，不親近神，事奉冷淡或隨從世俗價值，真是數之不盡！我們不應只想尋求即時解決方

法，而是要忍耐，等候神施行祂奇妙的作為，等待弟兄姊妹回轉。求神施恩給予我們有信心、有盼望，等待耶

穌基督再來。作為一個有盼望的群體，我們因着對基督的盼望而生了忍耐。事實上，信心和忍耐是一體兩面，

因信而忍耐不是消極的，反而可以積極、主動地勸慰、提醒和互相警惕，以致同走信心之路。

和大家分享一個見證。2008年，袁幼軒弟兄來到城浸作見證(題目：《從毒梟到教授》)。他年青時修讀牙

醫，臨畢業前他向母親坦承自己是同性戀者，後來更離家出走。家人十分震驚，母親更傷心欲絕，打算自殺。

袁母在火車上偶然看到一張福音單張，上面寫着：「神愛世人」，她深受感動，原來神愛所有人，也愛她！她

其後決志信主，更希望兒子也能信主，改過自新。豈知兒子不但拒絕，更立誓不再與她相見。後來袁幼軒因販

毒坐牢，她卻感恩兒子終於可以遠離毒品。作為母親，她憑藉無比的忍耐、信心和愛心守望兒子，那怕他身染

愛滋病，也不離不棄，不斷為他祈禱。最終袁弟兄受感動信主，得着新生命，在主和家人的愛中成長，努力學

習，後來更成為神學院的神學教授。

忍耐不是消極 ，面對疫情，教會聚會人數減少，我們更要學習彼此忍耐，追求良善。

要追求良善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惡報惡，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常要追求良善。」(帖前5:15)，

「以惡報惡」，借用現今的術語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十分惡毒的說話，因為這是「以錯

報錯」、玉石俱焚，實在是錯上加錯！大家千萬要警醒，不要被這種思想污染。

我常收集美善的事情，與人分享。2010年，海地發生了6.1級大地震，不少房屋倒塌。一位母親逃離後才

驚覺把嬰兒留下，她驚惶失措，可惜拯救人員過了8天仍未能把寶寶救出。由於已過了拯救生命的「黃金72小

時」，除了這位母親外，所有人都放棄了搜救。但她不住的哀求和堅持，最後來自哥倫比亞的拯救隊願意再次

到坍塌的樓房內挖掘，終於發現了瀕死的小嬰孩並將她救出！當地人視這件事為神蹟，可算是一件十分美善的

事。

「主日學」起源於十八世紀英國的告羅士打。那裏住了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名叫羅拔‧瑞克司(Robert 

Raikes)。羅拔22歲時成為一位雜誌社的編輯，他熱心事奉，常到監獄裏向囚犯講授聖經。當他去到貧民區，

看見一群失學的兒童在街上流浪，終日無所事事，於是就為這群兒童設計了一些教育課程，上課地點就是他家

中的廚房。教學的內容包括認字、算術等，他更關心他們的生活需要，沒有衣服穿的，他買給他們穿；沒有鞋

子穿的，就送鞋子給他們。然而，羅拔想到這些孩童縱使擁有物質，他們的生命仍是亳無意義的，因為物質不

能改變他們的生命。於是，他就把聖經作為教授的課文，讓兒童認字之餘也能認識真理。3年後，他的工作得

到教會及社會人士的支持，主日學的事工得以在英國各地大大發展開去。直至1831年，羅拔安息主懷，他所開

設的主日學學生人數已達125萬。基督教的教育，能夠做到多元化，多姿多彩，絕對是一件美事。 

結語
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又可以如何的服侍，如何將福音傳揚開去、將聖經的真理帶到人群中間呢？求主幫

助我們時刻警醒，以浸信會先賢作榜樣，見證教會成為屬於三一真神，教會是具備信心、愛心和盼望，又能活

出聖靈果實生命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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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