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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九月四至五日 周六崇拜：下午6:00  主日崇拜：上午8:30, 10:00, 
11:45, 下午6:00

因此……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知道神的旨意……行事為人對得起
主，凡事蒙他喜悅……漸漸的多知道神。(西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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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Sweet the Name of Jesus Sounds (arr. Albert Beck) ..... 謝敏潔姊妹
                                  (早、午) Prelude on "Kremser" (Gregg Sewell)....................宋加恩姊妹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 讚美我恩主.............................................. 詩      班

                                                         曲、詞：方兆雄，2021

  讚美我恩主！讚美祂！哈利路亞！讚美我恩主！讚美祂！阿們！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13首 榮耀是主聖名................................ 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曾智聰牧師   陳詠恩傳道    馬穎儀牧師 郭健民牧師
間      奏    Interlude ..............(六、清) Be Thou My Vision (arr. Paul T. Langston).............. 謝敏潔姊妹
                       (早、午) Lord, I Want to Be a Christian (Brian Glyncannon)......... 宋加恩姊妹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獻身心分享主愛............................. 會眾立唱

  分享主愛 (曲、詞：William …版權屬Broadman Press/Genevox Music Group，張美萍譯)

1. 慈愛救主深恩大愛遠勝寰宇，遠勝遼闊無際深海洋，主愛遍滿大地，
   主賜豐富生命，只因神愛世人賜下獨生愛子。(副歌)
2. 每日存活只為傳揚主愛，生活中彰顯主同在，聖靈每日光照引導我生命路，
  只因神愛世人賜下獨生愛子。(副歌)
(副歌) 分享愛，傳揚主奇妙完美的作為，分享愛，分享你的信心，
         告訴世人耶穌基督在你生命何等寶貴，何真實。

更要盡心 (中文譯詞轉自恩頌聖歌305首，版權屬福音證主協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1. 我未盡心認識恩主，和主恩典、智慧、能力，世界的事、繁複雜務充滿意念，騷擾心思；

     願得智慧，能認識祢，求賜真理，光照啟迪。 

 2. (詩班) 我未盡心敬畏恩主，未思恩主洞察萬念，未到主前謙恭俯伏，不慎言行，

             不察意念；願能憑信，蒙祢恩惠，知祢相近，深敬畏祢。

 3. (姊妹) 我未盡心敬愛恩主，未珍惜主對我的愛；求瞻主面，卻不切慕，

              不冷不熱盼主同在；求主賜我純潔的愛，使我深切感受主愛。

 4. (弟兄) 我未盡心事奉恩主，為主工作缺乏熱誠；許多職責撇開不顧，爭戰失敗，

              掙扎不勝；求主賜我能力、熱心，為主爭戰，工作勤奮。

 5. 但願盡心、盡性、盡力，認識、尊崇、愛主、侍主，直到跨進榮光之地，經過試煉，

     今生安度；願作準備，直到那天永遠供奉，瞻主榮面。（間奏轉調）

 獻我一生歸主用 (中文譯詞轉自恩頌聖歌第371第1,2,4,6節，版權屬福音證主協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1. 獻我一生歸主用，將我身心全獻祢，願我歲月每分秒，頌讚歌聲不止息(2)。

 2. 獻我唇舌歸主用，傳好信息頌揚祢，願祢使用我聲音，使我歌唱榮耀祢(2)。

 3. 今將我愛傾主前，性命身心全獻祢，願祢悅納我一切，我願終生單屬祢(2)。(間奏)

 4. 獻我意志歸於祢，主權從今不屬我，但願我心屬於祢，奉獻歸祢作寶座(3)。

 (詩班) 獻我一生歸主用，阿們！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詩篇146篇............譚永昌執事  司徒慶然執事  陳耀光執事  嚴賀蘭執事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柳思偉執事   趙麗文執事   鄭相柏執事   張啟文執事

主日獻金   Tithes and Offering(紅袋).............................................................................................會      眾
              (六、清) Andante Tranquillo Op.65 No.3 in A Major (F. Mendelssohn)  
                                        (早、午) Where Cross the Crowded Ways (Roger C.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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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念郇弟兄 姚鳴德執事 阮詠恩姊妹 關傑明弟兄
指揮：黃念郇弟兄 姚鳴德執事 阮詠恩姊妹 關傑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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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the Day.............................................詩      班
                                曲：Warren Angell and Rose Marie Cooper © 1959 Carl Fischer, Inc.  
    詞：詩篇118篇21, 24, 2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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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城」家人睦鄰：愛人如己 (可12:28-34)......................曹偉彤牧師

默想詩歌   Hymn of Meditation...................................世頌241首 愛的禮物................................... 會      眾

主      餐 The Lord’s Supper ......................................曾智聰牧師   方兆雄牧師   馬穎儀牧師   郭健民牧師 

                                         (六、清) O Haupt voll Blut und Wunden (J. G. Walther)

                                            (早、午) In the Hour of Trial (James Denton)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曾智聰牧師   陳詠恩傳道   馬穎儀牧師   郭健民牧師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302首 主是我一切..................................會眾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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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天天嘗主恩...........................................會眾立唱

                                   中文譯詞轉自恩頌聖歌459首，版權屬福音證主協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願主天天以恩包圍你，助你遵祂走信心的路；  每日活在你心，保守你不犯罪，

    安心去，嘗祂愛，常歡喜。

殿      樂   Postlude...................(六、清) Herr Gott, dich loben alle wir (G. Merkel).....................眾      坐                                        

                                                       (早、午) St. Drostane (Lani Smi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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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佩施 劉漢華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謝仲軒 黃日東                 
主日早堂  葉嘉慧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陳小玲 黃日東                                    應瀟鵬         盧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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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lth: The Illusion of Wealth and Spirituality             
Presider: Mn. Daniel S.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梁明財牧師    講題：在艱難的日子，你關心甚麼？(帖後1:5-12) 
主席：李   望弟兄    領詩：黃念郇弟兄     司琴：趙恩澤姊妹

11:45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曾智聰牧師   講題：即或不然的堅持 (但3:1-30)      主席：明頌恩傳道    
          司琴：蕭碧茹姊妹   讀經：鍾麗珍姊妹     奉獻祈禱：林寶儀姊妹     司事：以西結成長班

10:00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祢是我的神，我要稱謝祢；
祢是我的神，我要尊崇祢！
我要稱謝你，因為祢已經應允我；
又成了我的拯救！
祢是我的神和拯救。
阿們。 獻詩簡介

This is the day which the Lord hath made;
We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ou art my God and I will praise Thee;
Thou art my God and I will exalt Thee.
I will praise Thee: for Thou hast heard me, 
Thou art become my salvation.
Thou art my God and salvatio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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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主日清早堂           358          

主日早堂              610        

主日午堂              484        

主日晚堂               131            

普通話崇拜             43

兒童崇拜              114

English Worship       51 

    每 日 讀 經 圖書館：第三季「樂享閱讀」書籍推介

 
 (日)  哥林多前書     四1-21

 (一)  哥林多前書     五1-13

 (二)  哥林多前書     六1-20

 (三)  哥林多前書     七1-24

 (四)  哥林多前書     七25-40  

 (五)  哥林多前書     八1-13

 (六)  哥林多前書     九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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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

※1087

14

47

25

11

25

131

37

-

35線上崇拜瀏覽
總人數2015(截至31/8)

兒童線上崇拜瀏覽
人數637(截至31/8)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實體崇拜總人數 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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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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聞
◆ 今年第二次會友交流會謹定於9月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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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禱告。

◆ 鑑於9月18日(六)晚上7:30舉行佈道大會，周
六晚堂崇拜和兒童崇拜將暫停一次。會友請
參加主日各堂崇拜。

差會代禱事項
郭熹瑜、林倩雯宣教家庭（日本)
◆ 為熹瑜一家的身、心、靈健康祈禱，求主賜

他們力量及智慧，帶領團隊、服侍教會和栽
培福音對象。

◆ 為倩雯的語文顧問事奉祈禱，有九位宣教士
因疫情而未能如期入境學習語言，求主賜她
細心及協調能力作適宜的安排。

◆ 為爾信十分適應中學生活感恩，求主賜他專
注力應付即將舉行的期末大考；又求主看顧
爾信在教會靈命成長，在學校為主作見證。

查經祈禱會(8/9周三)
早上9時，晚上7時半(大禮堂) 
負責同工：朱在慈傳道
查考經文：林前7:1-24
上周出席 (早) 50 人    (晚) 68人
線上瀏覽人數 1244 (截至31/8)

駕車會友注意
◆ 因9月5日(本主日)下午本教會舉行聚會，地

庫停車場下午3時15分才可回復使用，不便
之處，敬希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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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會基督少年軍
97分隊十九週年立願禮
日期：9月5日 (本主日)
時間：下午3:00
地點：大禮堂
內容：詩歌、立願、訓勉、頒獎、分享
訓勉：曾智聰牧師 (隊牧)
＊歡迎弟兄姊妹出席，同證主恩＊

聯合浸禮班 (10-11月)
日期及時間
周六班：10月2,9,16,23,30日；11月6,13,20日
            (下午2:00-3:30)
主日班：10月3,10,17,24,31日；11月7,14,21日
            (上午10:00-11:30)
培靈營會：12月5日下午(周六及主日班務必參加)
對象：凡已完成信仰班課程，準備申請本年12

月25日浸禮的弟兄姊妹或凡希望重溫浸
禮班課程的已受浸者(均需得主任導師之
推薦)。

導師：梁明財牧師、吳彩虹牧師、陳宇恩博士
報名：請到會友服務處、五樓辦公室或掃描QR 

code報名
截止報名：9月26日
查詢請聯絡訓練事工同工
(電話:27674225/2767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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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設有兒幼佈道會，主題：樂FUN享

為鼓勵未信親友親臨教會參加佈道大會，
三場佈道大會均為實體聚會，錄影重溫將可
在三場佈道會完成後於Youtube及Facebook
觀看。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worship at 10:00am every 
Sunday in B01, Basement. 
12 Sep 2021(Sun)
Title: Housing: The Disciple and the Right
        Housing Choice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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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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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通過同工/輔導組督導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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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知識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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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創福音單張2021設計比賽
目的：鼓勵弟兄姊妹發揮恩賜，想像力和創意，

透過畫作、平面設計、拍攝等各種途徑，
設計我們的福音單張，能夠幫助弟兄姊妹
更有效地參與、實踐主耶穌的使命。

參賽對象：本教會會友，或恆常參加成長班班員
組別：親子組、學生組、公開組、壯年組
截止日期：9月15日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楊麗群同工(電話:27674239)
參賽條款及細則、詳情及報名
請掃描QR code

本教會女傳道會85週年感恩崇拜
日期：9月11日 (禮拜六)
時間：上午10:00-11:00
地點：大禮堂
講員：吳彩虹牧師
＊歡迎弟兄姊妹出席，同證主恩＊

「關係重建」系列講座 4
關係進深：家人心靈的滋養
日期：9月12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B01小禮堂(教會臉書及YouTube同步直播)
內容：藉屬靈操練的體驗以培養强健的心靈，

能從容面對家庭裏的「風」
講員：許德謙牧師(靈修導師及美國紐約州註冊

精神分析師)
回應：周偉豪傳道
查詢：高葆華同工 27674324
主辦單位：關顧部輔導組

靈修營─如何在群體中聆聽神聲音?
日期：10月1日(禮拜五公假）
時間：上午9:00-下午4:00
地點：沙田突破青年村
講員：林國彬牧師(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

科講師）
內容：認識及體驗群體屬靈操練、辨識聖靈在

群體中的工作。
交通：早上8:00教會大禮堂集合，乘旅遊車前

往營地。
費用：每位$180(包旅遊車往返教會、營地會根

據限聚令妥善安排午膳)
截止：9月12日(或額滿即止)
主辦：訓練事工
查詢：郭潔恩同工(電話:27674225) 
報名：可到會友服務處取表格
         或掃描QR code報名  

2022-2023年度「全職事奉探索日營」

傳道部神學生關懷組為鼓勵有意全時間奉獻之
會友，凡自行報名參加由香港浸信會神學院10
月8日至9日(禮拜五、六)舉辦之2022-2023年度
「全職事奉探索日營」者，可憑報名收據連同
本組發出之半額營費資助申請表格，於10月17
日或以前交回本組跟進辦理。表格可於會友服
務處或所屬成長班索取及遞交。

音樂部「大提琴初級班」
日期：9月25日至10月30日(逢禮拜六)
時間：早上11:00-中午12:00
地點：101室
對象：初學者，中小學生優先 (名額：3-4人)
導師：陳浩恩姊妹
學費：$600（共6堂）
截止日期：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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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得滿有盼望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帖後2: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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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陳淳傳道 記錄：葉秋江姊妹

引言
據2020年死因裁判法庭年報：「初老」(60-69歲)自殺身亡比例創47年來新高。這幾年社會整體氣氛都比較低

沉，不止是老人家，就連年青人對前景也不感樂觀。整個社會的人都需要活得有盼望。讓我們看看保羅如何勉勵

帖撒羅尼迦信徒，讓他們在逼迫困難中仍能活得滿有盼望。

守道者 VS 不法者
如果說帖前書信的主旨聚焦在面對逼迫，站立得穩，事奉活神，分別成聖，警醒謹守，等候主來，那麼帖後

書信的主題雖略分散──教會受逼迫、對主再來的困惑、會友不作工，卻是在透過分析道出守道者已經具有榮耀

的前景，反而那些猖狂的不法者將有悲慘命運，鼓勵信徒要站立得穩。在保羅的表達中，不單逼迫者是不法者，

就連懶惰者也應當警惕，要好自為之。

因此，帖後強調「末日預兆」(帖後2:1-12)，是要化解帖城對前書「那日子會像賊在夜間來，並無事先的警

告」(帖前5:1-11)的誤會。保羅不單指責那些不法者以恐慌、恐懼癱瘓教會，更要警戒那些不知警醒、不懂悔改

的人不要活得閒懶、怠惰(帖後3:6-15)。不法者就像一個邪派太極高手：只要你出力失勢，他就會借力打力；無

論你是進是退，他都能夠運用太極四正訣──「掤捋擠按」，令你「自己打自己」，最後受制於他(任他魚肉)。

他們擅長利用過去的事情、現在的困難，使人活在徬徨、迷惘、困擾、自責、驚慌、孤立、無助、乏力、無望、

恐懼的狀態之中，於是人變得不信環境、不信別人、不信社會、不信明天、不信上主。其實受過去事件影響，又

豈只是負面情緒，就算你有成功的經驗，他一樣可以運用「掤捋擠按」，使我們自己打自己，我們願意讓他們的

奸計得逞嗎？保羅勉勵門徒要建立信心，從而抗衡心中的不確定和不安，因為主必再來(v1-12)，他透過書信幫

助帖城信徒、幫助我們不再被欺騙、恐嚇和誤導，並要活得滿有盼望。

面對昨天：不再驚慌動搖，感恩經歷恩典(v13-14)
保羅要求我們以現在時態的感恩，回應神在過去對我們的揀選與呼召：「主所愛(完成時態分詞)的弟兄們，

我們應當(現在時態直述動詞)常常為你們感謝(現在時態不定詞)神，因為他揀選(過去時態直述動詞)了你們成為

初熟的果子，藉着聖靈使人成聖的工作和你們對真理的信心，使你們可以得救。為此，他藉着我們所傳的福音呼

召(過去時態直述動詞)你們，使你們得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v13-14，《新漢語譯本》)弗洛伊德提倡：

凡事一定有其發生的原因，過去的原因導致了現在的結果。一切都是自然反應(自動機制)，人總被過去所約束與

限制。於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變得合情合理，「人有選擇能力」的說法在「原因論」學者面前，變得軟

弱無力。

但是保羅本着信仰，提出凡事謝恩論：與其婉惜、慨歎已經不能改變、曾遭逼迫的昨天，不如轉眼觀察、看

見自己身上已經擁有了神的揀選、呼召、恩賜與恩惠。這兩者本身並不對立，但保羅卻認為與其糾結過去，不如

專注恩典、懂得感恩，更能幫助帖城信徒在亂世中向前走下去。「應當」原文意思是「欠債、到期的債務，商譽

到期」。保羅不是建議我們應該感恩，他強調是我們欠缺向神感恩，而不感恩就是欠神的債！這句子在第1章已

經出現，當時保羅將焦點放在帖城門徒的行為與表現──信心和愛心，但來到第2章，保羅將焦點改為集中到上

主在門徒身上的工作──揀選和呼召。保羅邀請人將視線從自己身上轉移到上主的恩賜與恩典上。

「我們都是主所愛的弟兄們」，因為我們有「揀選」(過去時態直述動詞；神揀選門徒取為祂所用，為某事而

揀選)和呼召(過去時能直述動詞；主召人接受祂的救恩，神邀請人與祂交通)作為證據。透過神的真理教導、與

神溝通，我們的眼光與世人不再一樣！其他人見到的是自己的得失，我們見到的卻是上主的工作。面對過去的挫

敗、現實的困難、生活窘迫，有人看見絕望、自暴自棄；面對過去的成功，現實的充裕、生活的富泰，有人自滿

驕傲，也有人看見神的恩典、努力抓緊機會。我們看見甚麼？我們相信甚麼？我們倚靠甚麼？《孟子‧告子下》

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曾益其所不能。」聖經也有相似的觀點，不過層次更高──在

苦難中單單仰望是不足夠的，尋求神才是最佳出路。「凡等候(分詞)耶和華，心裏尋求(未完成)他的，耶和華必

施恩給他。人仰望(形容詞，字根是「忍耐」的動詞)耶和華，靜默等候他的救恩，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未完



成)負軛，這原是好的。」(哀3:25-27)我們毋須歌頌貧窮、也不會嚮往苦難，我們只是平凡人，因此「不如意事

十常八九」卻是現實，當我們遇上但以理三個朋友「即或不然」的境況(但3:18)，能否仍定睛仰望耶穌呢？

勉勵今天：不做浮萍漂蕩，真理植根結果(v15)
「這樣看來，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現在時態命令動詞)；你們學到的教訓(過去時態直述動詞)，無論是

藉着我們的言語，還是藉着我們寫的信而學到的，都要持守(現在時態命令動詞)。」(v15，《新漢語譯本》)經

文以兩個現在時態的命令動詞，呈現這份勉勵、要求(從現在持續至永遠)──「站立得穩」(站姿、信仰上確信)；

「持守」(拿住、抓着、捉拿、堅持)。過去學到的真理教訓、失敗經驗，今天要持守並要站立得穩──我們在患

難逼迫中要站立得穩(帖前3:8)；在敵人反對中站立得穩(腓1:27)；不被假師傅影響而站立得穩(腓4:1)；在真道

信德上站立得穩(林前16:13)；不被奴役的軛控制而站立得穩(加5:1)。在衝擊中站穩表面上是被動的防守，但站

立得穩也可以是為了進攻而作好準備。

保羅說：「你們要站立得穩(信仰上確信)」，他的勉勵是要回應前文信徒被恐嚇欺騙的狀況：你們的意念不

要輕易動搖，也不要驚惶；不要讓任何人用甚麼手段欺騙你們(帖後2:2-3)。由此可見，保羅邀請帖城信徒以感

恩回應昨天的遭遇，並不是空話，而是策略性的勉勵──先轉移我們的視野、轉眼仰望耶穌，待人心安定後，再

處理眼前困境。持守有「抓住」之意，有如遇溺者抓着救生圈想脫離險境，啟2:25「只要你們持守你們所有的，

直到我(主)來。」最能說明這個字的精髓。

可惜，不是人人都能抓着對的「救生圈」(信仰基礎)！有些人持守巴蘭的教導(啟2:14)；也有人照樣持守尼

哥拉一黨人的教導(啟2:15)；不與教會的頭(元首基督)緊密相連(西2:19)；這等人都知道要抓緊信仰基礎，但是

他們卻選錯了對象。那麼，人應該如何分辨真假「救生圈」呢？「無論是藉着靈，藉着言語，還是藉着冒我們名

義寫的信而說的。」(帖後2:2)，「無論是藉着我們的言語，還是藉着我們寫的信而學到的」(帖後2:15)，哪一

句是假的呢？答案是：前者是假，後者是真。找到正確的信靠對象就是信仰的基礎，「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

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詩20:7)甚麼是浮萍漂蕩呢？你自以為有把握的一切，包括環境、際遇、人

事、錢財都是浮雲、浮萍，全都不能成為我們真正的依靠！所以，更新我們的信仰基礎實在十分重要。

除了選對倚靠的對象，我們更要準備好自己的心田，預備成為良好的土地。雖然我們都熟悉撒種的比喻(路

8:4-15)的焦點在於撒種的人而不在土地，但是那四種不同的土地，仍然可以提醒我們將有三種結果：堅硬土地

的聽眾、半途而廢的聽眾和開花結果的聽眾(種子丟在路旁，被飛鳥吃掉的不算)。我們不單要植根深種，更要開

花結果，因為主早有提醒，從果子便能辨認出我們生命的好與壞(太7:16)。

展望明天：不要灰心放棄，靠主激勵勇敢(v16-17)
經文雖然用了四個過去時態的動詞，但其中兩個是分詞，即是補充、解釋主要動詞，而主要動詞方面，保羅

則用了祈願語氣，表達明天的展望需要仰賴上主。「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自己，以及我們的父神，就是愛(過去

時態分詞)我們、憑着恩典把永遠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賜予(過去時態分詞)我們的那位，安慰(過去時態祈願動

詞)你們的心，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過去時態祈願動詞)你們！」(v16-17，《新漢語譯本》)保羅由v15的

現在時態命令動詞(「站立得穩」、「持守」)轉變為v17的祈願語氣──安慰(懇求、勸勉、鼓勵、激勵)、堅固(

使內心堅定、牢牢地固定在某地)。保羅的焦點從門徒的努力轉移至注視上主的祝福，他提醒我們不要只留意自

己的努力(渴求、理想、成敗得失)，最重要的是別忘記上主才是那生命活力的源頭。不是我們靠自己持守便可以

站立得穩，而是上主在激勵、將我們牢牢固定在祂真理的基礎上。我們實在一無可誇！

弟兄姊妹，不要忘記「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一4:19)我們能夠堅持，是因為神由始至終都不放棄

我們(參申31:6、詩94:14、路12:6-7)。保羅透過經文，提醒帖城信徒並非無助地落在逼迫之中，也並非無望地

任由假教師誤導和恐嚇他們。我們無論落在怎樣的處境中(被假教師誤導)、或遭遇甚麼困難(逼迫)，上帝仍

愛(過去時態分詞)我們，由於他的恩典，他賜給(過去時態分詞)我們永恆的毅力和美好的盼望(帖2:16，《現代

中文譯本》)。「永遠的安慰」(《新漢語譯本》)就是永遠有效的激勵、鼓舞和永恆的毅力──當整個城市都躁

動不安，情緒在疫情下積聚疲憊，我們實在需要從上主而來的安慰、鼓舞和激勵。「美好的盼望」(《新漢語譯

本》)是指真實可靠、關乎救贖的指望──打開未來的視野，看見永恆救贖的重要性。如此，我們便可以不再停

留在成敗得失的糾結之中。當我們從神得着勇氣和激勵，不單能幫助我們面對人生的逆境、際遇，更重要的是宣

揚、實行一切美善的事──宣揚上主的國度，呼籲罪人悔改與上主和好。

結語
我們如果要活得滿有盼望，當面對負面影響(昨天)，就要不再驚慌動搖，要感恩經歷恩典；也要更新信仰基

礎(今天)，立志不做漂蕩浮萍，在真理植根結果；最後展望、委身、堅持(明天)，不要灰心放棄，要靠主激勵、

勇敢向前。







關係重建系列4
主辦：九龍城浸信會 關顧部

關係進深：家人心靈的滋養
認藉屬靈操練的體驗以培養强健的心靈，能從容面對家庭裏的「風」

講員：許德謙牧師 (靈修導師及美國紐約州註冊精神分析師)

地點：本會地庫小禮堂(B01)

回應：周偉豪傳道

時間：下午2:30～4:30

日期：9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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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葆華同工 27674324

形式：              本會地庫小禮堂(B01)直播 按此
按此本會Facebook同步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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