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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
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羅8: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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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e Jesus Shine《真光普照》(arr. Stan Pethel).....................弦  樂  組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 神，我愛祢.............................................. 詩      班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有限公司所有，允許轉載使用。

  神，我愛祢，全獻我歌聲，崇拜恩主心靈歡唱。容我讚美，傳進祢心中，
  但願我彷似音符，悅祢心意。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7首 歌唱讚美主.................................... 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盧雪心傳道   勞家怡傳道    明頌恩傳道 馮潔儀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六、清) 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Thee (John Bacchus Dykes)..... 洪   彥弟兄
                 (早、午) 'Tis So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arr. James Southbridge)......黃敏嫻姊妹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敬拜呈獻偉大救主.......................... 會眾立唱
  真光普照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主愛光輝正照耀人間，照遍黑暗地方像明燈；主基督乃真光照亮萬邦，
    賜予真理，使釋放離罪鎖。照耀我靈，照亮我心。
(副歌) 真光普照，充滿天地乃聖父榮耀，火焰聖靈熾熱千顆心。
　      主愛湧流，施恩典、憐憫，救贖眾生；請賜真理，將主光輝照遍。
2. （姊妹）我定睛瞻仰君王榮光，反映君王樣式與容光，
    （弟兄）榮上加榮，天天更像耶穌，生命不斷更新，見證耶穌；
     （齊）  照亮我，照亮我。
(副歌) 真光普照，基督，彰顯祢天父榮光，差遣聖靈，將心靈燃點，
         恩典江河傾流，充滿這世上萬邦，彰顯真理，真光普照全地！（間奏轉調）
獻給我天上的主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版權所有，獲准轉載)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副歌)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為祢我獻上頌讚。（重唱副歌） 
 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間奏轉調）
 祢真偉大  (版權屬譜頌音樂、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全然以心歌唱頌主拯救；我要讚揚：祢真偉大！  
 全然以心歌唱頌主拯救；偉大救主遠超萬有！（間奏轉調）
 1. 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副歌)
 2.（弟兄）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姊妹）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齊唱副歌) (升調)
 3.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徹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啊，祢真偉大。（副歌）
 (副歌)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詩班) 祢真偉大！祢真偉大！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弗5:15-20...........余靄明姊妹   王寧添執事   王秀慧執事   劉淦行弟兄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陳述恩姊妹   方瑞文執事   陳志源弟兄   周鴻瑩弟兄
主日獻金   Tithes and Offering(紅袋).............................................................................................會      眾
                                       The Love of God 《真神之愛》(arr. Lim Ho)  弦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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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成弟兄 葉焯雄弟兄 何鏡煒執事 梁崇安弟兄
指揮：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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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穎琛姊妹 劉穎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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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詩簡介



獻      詩   Anthem .....................................................Be Still, My Soul........................................詩      班
 曲：Jean Sibelius， 詞：Katharina von Schlegel，英譯：Jane L. Borthwick，編：John Purifoy ©2009 by Hal Leonard Corporation
 中譯：生命聖詩 第273 首 《我靈鎮靜》，滕近輝、何統雄修自多本聖詩集，1984，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祈禱時間   Pastoral Prayer .............................................................................................................會      眾
講      道   Sermon ...............................講題：對你們有信心 (帖後3:1-5，和修)...........................方兆雄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340首 主，我願像祢 (第1節) ..........................會眾坐唱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盧雪心傳道   勞家怡傳道   明頌恩傳道  馮潔儀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370首 不住的歌唱...................................會眾立唱
祝      福   Benediction................................................................................................................方兆雄牧師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世頌567首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會眾立唱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與天父豐盛的大愛，和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同在。(重唱)
   到永遠，到永遠，直到永遠，阿們。
殿      樂   Postlude....................(六、清) Holy King (arr. Ruth Elaine Schram)...........................眾      坐                                        
                                                (早、午) Lau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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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美儀 劉漢華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謝仲軒 黃日東                 
主日早堂  姚禧嘉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饒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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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 opportunities to be obedient to God can be life-changing             
Presider: Ms. Christina Peistrup
Hymn leader: Mr. Ernie Tam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林少琼牧師    講題：無助的出路(王下4:1-7) 
主席：李家暉執事    領詩：卞星們弟兄     司琴：蕭碧茹姊妹

11:45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郭健民牧師     講題：在世界洪流顯彰神子民見證(但1:1-21)     主席：馮慧敏傳道  
          司琴：張曦雲姊妹     讀經：余偉文弟兄    奉獻祈禱：湯美恩姊妹      司事：亞希雅成長班

10:00 

我靈鎮靜！上主今在你旁；
憂痛十架，你要忍耐擔當；
信靠天父，為你安排主張；
萬變之中，惟主信實永長；
我靈鎮靜！天友最是善良，
經過荊棘，引到歡樂地方。
我靈鎮靜！一切主必擔當；
未來引導，仍像過去一樣；
莫讓何事動搖信心，希望；
目前奧祕，日後必成光明；
我靈鎮靜！風浪仍聽主命，
正如當年，遵主吩咐平靜。
我靈鎮靜！光陰如飛過去；
那日與主永遠同在一處；
失望，憂驚，那日都要消散；
重享純愛，忘記一切愁煩；
我靈鎮靜！那日眼淚抹乾；
我們歡聚，永享恩眷平安。 獻詩簡介

Be still, my soul, the Lord is on your side.
Bear patiently the cross of grief or pain.
Leave to your God to order and provide, 
in ev’ry change God faithful will remain.
Be still, my soul, your best, your heav’nly Friend 
through thorny ways leads to a joyful end.
Be still, my soul, your God will undertake 
to guide the future, as in ages past.
Your hope, your confidence let nothing shake, 
all now mysterious shall be bright at last.
Be still, my soul, the waves and winds still know 
His voice who ruled them while He dwelt below.
Be still, my soul, the hour is hast’ning on 
when we shall be forever with the Lord, 
when disappointment, grief and fear are gone, 
sorrow forgot, love’s purest joys restored. 
Be still, my soul, when change and tears are past, 
all safe and blessed we shall meet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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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主日清早堂           339          

主日早堂              587        

主日午堂              485        

主日晚堂                 -            

普通話崇拜             49

兒童崇拜              122

English Worship       42 

    每 日 讀 經 圖書館：第三季「樂享閱讀」書籍推介

 
 (日)  羅馬書       十一25-36

 (一)  羅馬書       十二1-8

 (二)  羅馬書       十二9-21

 (三)  羅馬書       十三1-7

 (四)  羅馬書       十三8-14  

 (五)  羅馬書       十四1-12

 (六)  羅馬書       十四13-23

李美儀傳道書籍推介《我要真關係──在人際中解結與成長》

若你覺得自己常常在人際關係上碰壁，但又不知道從何入手改善

與人相處的模式，推介你可以閱讀本書。區博士透過四個關係理

論幫助我們拆解與人相處的四個結，從自我接納到自我區分看群

體關係，逐步引領我們懂得如何明白自己的動機和行為的關係，

最終能夠在不同的人際關係中成長，讓生命得着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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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1144

-

21

25

10

-

-

38

-

41線上崇拜瀏覽
總人數1825(截至10/8)

兒童線上崇拜瀏覽
人數639(截至10/8)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實體崇拜總人數 2039



九龍城浸信會八月份會友月會議程

日期︰二零二一年八月廿五日(禮拜三)晚上八時                         地    點︰大禮堂
主席︰黃文威執事                   書記︰戚偉立弟兄                   領    禱︰主   席

甲、報告事項
一、財務部前部長及部員梁頌然弟兄請辭。經財務部開會補選後，選出部員林英偉弟兄 

  為新任部長，李萬興弟兄為第一副部長，任期至2021年12月31日。

乙、討論事項
一、以下二位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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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秀桐弟兄 7月2日 曾智聰牧師

2. 陳佩珠姊妹 7月31日 曾智聰牧師

二、周雪冰姊妹原屬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申請加入本教會為會友，由會友陳 

  小玲傳道、陳肖娟姊妹保薦，業經林少琼牧師查明信仰相符，應否通過接納案。

  建議：通過接納。

三、尹沛濤、尹潘慕儀夫婦原屬香港基督徒聚會所申請加入本教會為會友，由會友何鏡 

  明執事、梁力恒弟兄保薦，業經馬穎儀牧師查明信仰相符，應否通過接納案。

  建議：通過接納。

四、梁榮森牧師申請薦出加入興田浸信會為會友，應否通過照薦案。

  建議︰通過照薦。

五、香港培道小學來函，因擴建工程接近完成，需要資金支付工程費用，商請本教會預 

  付三年租金，實報實銷，約港幣3,400,000元。現授權行政主任代表教會簽署三年租 

  約 (由2022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六、香港浸信會聯會來函囑本教會推派代表出任三年任財務委員會委員，協助該聯會及 

  屬下機構之財務管治工作，應如何推派案。

  建議︰推派黎達強執事代表出任，任期由2021年9月7日至2024年6月30日。

七、下月月會主席應推何人擔任案。



2 0 2 1 年 8 月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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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謹定於8月25日(禮拜三)晚上八時在本教會大

禮堂舉行八月份會友月會，請會友預留時間
同商會務，共建神家。

差會代禱事項
泰國及寮國佈道事工
◆ 為本差會資助的泰北余德萊傳道代禱，他在

寮國兩條克木族村──許噴村和班沙村作佈
道工作，求主使用他的服侍，帶領當地村民
歸主及培訓當地人作信徒領袖。

◆ 為泰北清萊府倚天教會代禱，負責同工甘萊
傳道帶領當地信徒和神學生向泰國人作開荒
佈道，求主軟化泰國人的心，開啟他們的心
靈願意接受福音。

查經祈禱會(周三)
上周出席：(早) 50人   (晚) 88人
負責同工：饒炳德傳道
查考經文：羅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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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車會友注意
◆ 8月15日(本主日)地庫停車場由下午2時開放

至下午5時止，不便之處，敬希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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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
財務部助理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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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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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處理教會財務經驗者更

佳。

青少部活動助理
成熟基督徒，具服侍年輕一代心志，支援教會
及學校青少年福音事工。大專程度，主要負責
帶領中學生活動及團契；另需晚間於青少年中
心輪班當值，協助處理文書職務、雜務及懂多
媒體製作。

事務部保安員
具有效保安牌照，需輪班及周六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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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道大會動員日招募福音勇士
集合弟兄姊妹一起行動，彼此激勵，藉着到街上
派送佈道大會宣傳品，邀請街坊、鄰里撥冗赴會
日期：8月29日(主日)
集合時間：下午2:30
集合地點：大禮堂
勉勵與差遣：馬穎儀牧師
截止報名：8月15日(掃描QR code 網上報名)

本教會中央無線上網糸統工程投標邀請
為應付教會運用互聯網絡進行及發展事工之基
本需要，增加無綫上網覆蓋範圍並升級網絡基
礎設施(中央WiFi系統)，現進行工程招標，歡迎
有興趣人士參與投標。
索取標書方法：由8月8日起於主日崇拜時段，請
到會友服務處；辦公時間，請到五樓辦公室索取。
截標日期：2021年9月1日下午三時正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7674209與林偉明同工接洽。

音樂部 聖樂同樂日
第卅八屆聖樂同樂日將於本年10月17及24日
(主日)下午2時舉行，歡迎各位弟兄姊妹，包
括會友子弟及友誼會友等，踴躍報名參加各項
比賽。17日比賽項目包括：獨唱，小組合唱，
中西樂器獨奏、合奏，以及耆、壯組團體合唱
等；而24日比賽項目是兒幼至成年團體合唱。
請到會友服務處索取參賽表格及報名。
截止報名：9月19日(主日)
章則及報名表請掃描QR code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日期：10月8日至12月10日(禮拜五，共10堂）
時間：晚上7:30-10:00
地點：704室
講師：《把握時機》課程導師統籌
費用：優惠價港幣360元(差會委員港幣180元) 
         費用包括教材、畢業證書        
對象：差會委員、成長班導師、福音部職員、

關心差傳的會友
名額：30人(須經差會甄選，不合者將退回款項)
截止：9月5日
主辦：本教會差會
查詢：梁素梅傳道(電話:27674232)
請掃描QR code 網上報名    
上述課程列入「進深班課程牧養與教導證
書選修科，DPS006」(兩學分) 

「關係重建系列」講座3
社會鉅變中的家庭教育
日期：8月15日(本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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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社會鉅變對子女成長及家庭關係的

影響，探討強化家庭功能及提升子女心
理素質的策略。

講員：羅澤全先生(臨床心理學家)
         邱潔瑩姊妹(粉嶺救恩書院校長)
回應：陳詠恩傳道
查詢：張慰玲同工 (電話:27135111)

本地跨文化宣教訓練
目的：體驗跨文化宣教，接觸與認識本地少數

族裔，服侍社區、關愛人群
訓練內容 (必須出席以下時段)：
1)  跨越文化之夜 (9月5日下午3時-7時) 710室
2)  外展體驗活動 (9月12日下午3時-7時)
對象：青少部及成年部班員、親子家庭
費用：港幣100元 (18歲或以下免費)
截止：8月22日(須經甄選，額滿即止)
報名：請掃描QR code 網上報名
查詢：羅浩輝同工(電話:27674288)

婦女部讚美操班
日期：9月15日至12月29日(逢禮拜三）
時間：上午10:30-12:00
地點：九樓禮堂
內容：教授讚美操舞蹈
目標：於城浸家內建立一群以敬拜舞蹈傳福音

的使命團隊
對象：城浸家已受浸成青姊妹，鼓勵邀請未信

主成青女士參加
報名：會友服務處索取報名表
查詢：張慰玲姊妹(電話:27674200)
截止報名：9月5日
名額有限，教會保留篩選權利，將於9月10
日或以前電郵回覆

青少部聯合講座
日期：8月28日(禮拜六）
時間：下午3:30
地點：大禮堂(設網上直播)
主題：致留下來的__
講員：雷競業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教授(神學科)]

晴心組(癌關團契)
日期：8月15日(本主日)
時間：下午2:30
地點：地庫小禮堂
主題：分享周

《愛人‧如己》心理關顧課程系列
與你同行多一步
日期：10月5日至12月7日(逢禮拜二，共10堂）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710室
講師：梁經緯博士
內容：基本關顧概念、技巧及主題式個案分享
形式：課堂(講座/練習/反省功課)，同行小組練

習和反省分享
要求：出席8堂或以上可獲頒聽講證
學費：300元(9月12日截止)
名額：12人，完成<愛人如己>自我關顧課程學

員優先；需通過同工/輔導組督導面試後
才正式取錄

主辦：關顧部輔導組及訓練事工
請掃描QR code 網上報名

傳道部個人佈道組
「破籠五色佈道法」佈道訓練
日期：9月27日至10月25日 (逢禮拜一)
時間：晚上8:00 (共5堂)，另外三次出隊
形式：Zoom網上視像授課及學習(同學必須有

相關資訊設備參與課堂)
內容：佈道基礎、佈道須知，得救見證；破籠

福音講述；破籠重點重溫：甚麼是罪、
信心、即時栽培；網上傳福音的技巧，
工具如何運用，注意方法，出隊須知；
向兒童、老人、家人、病人佈道須注意
事項，出隊疑難

報名：會友服務處索取報名表(可電郵leona.y@
baptist.org.hk遞交)，或掃描QR code網
上報名

費用：40元(甄選接納後才繳交，用作購買佈道
工具)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楊麗群同工(電話:27674239)



與真神團契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約17:1-3】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1 年 8 月 8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曹偉彤牧師 記錄：梁莊儀姊妹

引言
在每周的崇拜中，我們一起進行心靈校正(spiritual calibration)。第一、我們透過詩歌讚美神

的偉大，表達對神的愛(Expression)。此外我們亦可以在神面前坦誠地說出自己的猶疑、艱難，並

向神呼求。第二、我們聆聽並謹記神的話語，使之烙印在我們的心靈，然後讓神的話語塑造我們的

心靈、生命和言行(Formation)。上周梁明財牧師在講道中提醒我們，遭遇艱難時要將「靈命對準」

神，我今天則要闡述崇拜中的「心靈校正」。

心靈校正
我們必須確認基督是主(正是教會今年的主題)，並首要思想崇拜中的心靈校正。為甚麼我們要返

教會？為甚麼崇拜是如此重要？

崇拜是我們在主日跟獨一真神的團契(見約壹1:1-4所論到的永生之道和團契)。神希望神的子民應

當定期聚集，一同敬拜神。耶穌也希望門徒一起定期敬拜。當耶穌剛開始事奉，便教導門徒一起用主

禱文來祈禱──那是群體的公共禱文，強調了集體性，因此內容不是說「我的飲食」、「我的父親」，

而是「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日用的飲食」、「我們的債」，這表明了是眾人聚集，一起禱告，

因此這是一篇「我們的禱告」。當耶穌快要結束事奉時，祂用了另一篇主禱文，這是最長的禱告（約

17章）。在禱告中，耶穌祈求門徒一同聚集，合一團契。當中我們看見三樣重要的事情。

1. 耶穌要求門徒跟真神團契

每次的崇拜其實也是一次跟獨一真神的團契(約17:1)。當耶穌面臨死亡的威脅，祂想起「榮耀」，

這是指神光輝的臨在，就在此刻，祂快要面對被釘死，但死後祂卻可以回到父神那裏去，與父有親密

的關係，也可以回到「道成肉身前」的榮耀，那是創造的榮耀、與父神一起的榮耀。耶穌原本擁有天

上的榮耀，在地上卻受盡欺凌、被朋友及門徒誤解、被陰謀扼殺，但祂卻談榮耀和永遠的生命。永遠

的生命是藉耶穌基督而擁有的，永生也是人和神終極的團契，這不單指涉來世，而且只要相信耶穌，

現在便已開展永生的經歷。「人間的崇拜」亦可以讓我們經歷與獨一真神的團契，耶穌在約17:3說：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因此永生就是認識獨一

真神和神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是與神終極的團契。基督的話斬釘截鐵──唯有祂自己才是神與人之

間唯一的橋樑和中保，人只能藉着祂才能認識神，也只能奉耶穌的名去敬拜神，否則人間的敬拜便不

是敬拜那獨一的真神。故此，如果要與獨一的真神有團契，我們就要奉耶穌的名敬拜神，承認自己的

罪，並且接受祂的救贖。

然而，我必須強調敬拜並不是指私下做的事情(就像個人靈修)，而是眾人一起作。當我們進入

「終極的團契」，便是和透過耶穌而認識神名字的人一起進行心靈校正──聖徒一起相通，一起對準

耶穌基督歌唱、讚美、禱告、宣告耶穌是我們的主。在崇拜的團契中，我們與神的生命聯繫起來，就

在這神聖的時間裏，我們能認識神並與神團契，每週也是如此。我們的生命是會因此改變，有些人本

來不能寬恕人，但當他每週都來敬拜，便能學會寛恕，因為這是神的恩典、憐憫和聖靈的能力。神親

自撫摸我們的生命，校正我們的心靈，我們每週與獨一真神團契，便能經歷永遠的生命。

教會的崇拜已過氣嗎？絕對不是！當我們每週也到城浸家作「心靈校正」，與獨一的真神團契，

在神永遠的生命裏，我們的生命也得以改變，世上沒有任何經驗能跟我們在崇拜中經歷神而得的心滿

意足相提並論。



2. 敬拜意味我們與世界的分別

對耶穌而言，世界和教會是有分別的（約17:14)，這分別不是我們製造出來的，而是耶穌造成。耶

穌祈求我們認識獨一的真神，而永生便是獨一的真神和耶穌基督，當我們能分享永遠的生命時，神的

生命就在我們裏頭，我們的生命便會因此改變，這當然跟沒有跟隨耶穌、沒有經歷救恩的人的生命有

所不同。故此，「生命的分別」是恩典、是祝福！我們從前是罪魁，不能自救，現在卻因相信耶穌而

得着改變、滿有喜樂，這既是福氣，又是禮物，真是何等奇妙！

此外，這分別也是一種保護，耶穌基督要保守我們。從約17:12、14可見世界對基督徒會有敵意，

因為真正的基督徒不會效法這世界，他們只會效忠耶穌基督及獨一的真神，但世界卻敬拜其他偶像。

當我們不敬拜他們的「神明」，便會成了「世界的威脅」，影響了世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因此他

們要控制我們，甚至摧毀我們。世界不喜歡我們因跟隨基督而有新的價值觀、新的生命和新的生活方

式。然而，我們不用擔心，因為耶穌會保守我們及教會。

究竟教會是不是很落後、很傳統呢？不是！因為耶穌是主，祂叫我們與世界有分別，這不是因我

們恐懼、憂慮而與世界分離，這分別反而是祝福、保護。我們作為神的百姓，會在不同的地方一同崇

拜，因為是耶穌叫我們與世界有別，而這種不同正凸顯了基督徒生命的意義。

3. 敬拜是在現實世界中進行

雖然教會在人類社會中存在，但她只會效忠獨一真神，所以教會不屬世界；我們的價值觀會隨着神

的心意而改變，而神的心意卻有別於世人。從這角度而論，教會與世界的關係是一個同心圓──世界

是大圓，教會是大圓內的小圓，如靶心，因此兩者是有分別的。耶穌的禱告讓我們看見，我們與世界

之間的關係既是「分開」，同時也是「進入」，所以我們不要為求獨善其身而離群索居，我們仍要與

世人交往，叫他們的生命也因得着福音而改變。約17:18說父神差遣兒子來到世上，是分別為聖，釘身

十架是得榮耀的日子，而約17:19所說的「分別為聖」，跟約17:1所講的「榮耀」是相關的。耶穌由始

至終都講論榮耀的十字架，而十架獻祭便是神最榮耀的時刻，因為耶穌獻上自己的生命，是祂愛神愛

人最高的表現。祂遵行神的心意，祂分別為聖！對基督徒而言，耶穌在十架上的獻祭是非常重要的，

因着祂獻上贖罪祭，我們的罪得到赦免；我們的失敗可被原諒，祂又賜我們力量，叫我們繼續前行，

差遣我們滿有信心的進入世界，帶領更多人信靠基督，奉祂的名去順服神、敬拜神，並且向世人宣告

耶穌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在耶穌結束禱告時，祂鼓勵我們為人祈求：「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

祈求。」(約17:20)，耶穌這裏提及教會成長的擴張方式，「他們」是指基督徒，也可指城浸家的人，

「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就是「藉着城浸家的人的話信耶穌基督的人」，換言之，「藉着城浸家

的人的言行信耶穌」便是教會成長的方式。到底這2000年來教會是如何成長的呢？從耶穌基督臨死前

共有11位門徒，增長至樓房裏120人，至五旬節3000人信主，使徒行傳又記載數千人信主，到現在有千

千萬萬人信主。究竟這世界是否已讓教會「進入」？神會否繼續差遣教會進入這世界？城浸家是否可

以繼續進入這世界？耶穌的福音、永生之道是否可以進入這世界？我們相信耶穌的說話，能經歷祂話

語的實在嗎？

教會是否很落伍？不是！我們的敬拜模式、教會行政組織是可以改變的，但教會將一如既往，要繼

續完成耶穌基督的使命，我們每個主日要到城浸家敬拜神，進行心靈校正，這都是為進入世界而作好

的準備。

結語
我們在崇拜中聽到神的話語，知道神要我們完成使命的方式，並且知道我們的定位、角色是甚麼。

我們一起團契、與獨一真神團契，然後被神差遣，所以每次敬拜、團契後，我們都被差遣到世界去，

如同耶穌基督被差遣一樣。當我們帶着耶穌基督救贖的身份，藉着自己的言行進入世界時，便會使人

得福，自己也蒙福，因為你我都相信神。然而，你不是獨個兒相信神，而是「我們」一同相信神；你

不是獨個兒相信神的權能，而是一同相信神救贖的權能；不是只有你一人被差遣，而是一群人一同被

差遣。這就是我們一同返教會崇拜的原因。



關係重建系列3
主辦：九龍城浸信會

社會鉅變中的家庭教育
認識社會鉅變對子女成長及家庭關係的影響，探討強化家庭功能及
提升子女心理素質的策略

         邱潔瑩 (粉嶺救恩書院校長)

回應：陳詠恩傳道

講員：羅澤全 (臨床心理學家)

地點：本會大禮堂

時間：下午2:30～4:30

日期：8月15日(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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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張慰玲同工 2713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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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3_C1wiGaqs
https://www.facebook.com/kcbc.baptist
https://www.baptis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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