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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十月三十至三十一日    周六崇拜：下午6:00  主日崇拜：上午8:30, 10:00 , 
11:45, 下午6:00        

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着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
而有的香氣。(林後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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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Keeps Me Singing  (arr. David Shipps and Ed Hogan)................弦 樂 組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7首  歌唱讚美主 (1節).................................詩      班
  歌唱讚美主，唱一首新歌，眾聖徒中間讚美聲嘹亮。願主兒女讚美創造大主宰，
  願錫安眾子民稱頌祂為王。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313首 來到神的面前..............................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李美儀傳道   黃榮基傳道   李嘉焯傳道   饒偉利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六、清) Oh God, Look Down from Heaven (Johann Pachelbel).....譚浩文弟兄   
                                     (早、午) The Prayer (arr. Marianne Kim)......................黃敏嫻姊妹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榮耀心曲全獻耶穌............................ 會眾立唱
                             編：Keith Ferguson and Eddie Fargason，版權屬Van Ness Press, Inc., 1999

  榮耀歸主名 (曲、詞：William J. Reynolds，平安詩集118首)

1. (詩班) 榮耀歸主名，榮耀歸主名，主寶貝血已經洗我心；榮耀歸主名。
              救主釘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寶血洗淨我罪愆，主寶貝血真能洗我心，榮耀歸主名。
2. 榮耀歸主名，榮耀歸主名，主寶貝血已經洗我心；榮耀歸主名。
    今靠救主我脫離罪愆，有主時常住在我心內，從十字架主就收留我，榮耀歸主名。
    榮耀歸主名，榮耀歸主名，主寶貝血已經洗我心；榮耀歸主名。 (間奏轉調)
我心獻曲 (曲、詞：Andrae Crouch，世紀頌讚第29首，劉永生譯，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

                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副歌) 同向上帝頌揚，萬口唱歌讚頌，是祂厚恩看顧，賜救恩、賜新生！
         主寶血為我贖罪！獲復興靠祂賜力；上主配得稱讚，讓我歌唱讚美！(間奏轉調)

 (詩班) 怎可表感激，萬有主已恩賜萬事；縱未配獲賜，神大愛卻已豐足沛降。
           萬千天軍齊集頌讚仍未唱出心中感謝，願我盡將內心希冀夢想，永遠盡忠於祢！
                                                                                                        (會眾加入副歌) 
 (詩班) 今將生命獻奉，完全為看見主喜悅，人人頌讚同和唱，全獻給主在各各他，各各他！
 (會眾) 主寶血為我贖罪！獲復興靠祂賜力；上主配得稱讚，讓我歌唱讚美。（間奏轉調）
 榮耀全歸耶穌 (曲、詞：William J. and Gloria Gaither，版權屬Gaither Music Company, 1988，張美萍譯）

 一切榮耀全都歸耶穌，一切讚美都屬於祂，願我盡將內心冀望夢想，
 並一切榮耀全都歸主。 (唱兩次)
 (詩班) 歸主，一切榮耀全都歸主。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詩篇100篇..........林美倩姊妹   張一龍弟兄   阮詠恩姊妹   鄭崇恩姊妹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蕭碧茹姊妹   洪明祝弟兄   曾炳坤弟兄   冼婉芬姊妹
主日獻金   Tithes and Offering(紅袋).............................................................................................會      眾
           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 & Be Thou My Vision (arr. Sun Ahn)     弦 樂 組
差傳獻金   Mission Fund(黃袋) .................................(讚美詩) Doxology ..................................會眾立唱
獻      詩   Anthem ..........................................................Alleluia...................................................詩     班 
                                 曲：David L. Danner，詞：Christopher Wordsworth © 1976 Broadman Press (SESAC)；
               粵詞：劉永生，中文歌詞版權屬浩聲讚祂詠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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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焯雄弟兄    何鏡煒執事 袁瑋聰弟兄
指揮：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關傑明弟兄
風琴：譚浩文弟兄   譚浩文弟兄    黃敏嫻姊妹 黃敏嫻姊妹
伴奏：劉穎琛姊妹   趙彥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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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讓萬心高興盈溢。
歡呼君尊配得讚頌，
來同聲歌唱熱誠！
神唯一親子曾下降，
居世間代擔刑罰，
犧牲受罪死於十架，
復活升天永生主！

Alleluia! Alleluia! 
Hearts to heav’n and voices raise;
Sing to God a hymn of gladness.
Sing to God a hymn of praise. 
He who on the cross as Savior. 
For the world’s salvation bled, 
Jesus Christ, the King of Glory, 
Now is risen from the dead.



祈禱時間   Pastoral Prayer .............................................................................................................會      眾
講      道   Sermon ............................................講題：一生之久 (詩30).......................................陳沛偉傳道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389首 天父領我....................................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李美儀傳道   黃榮基傳道   李嘉焯傳道   饒偉利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110首 祂名稱為奇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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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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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ccata in C Major (Johann Pachelbel)....................... 眾      坐   
                                (早、午) O Sing to the Lord (arr. Jeffrey Blers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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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漢華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勞家怡 黃日東                 
主日早堂  姚禧嘉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張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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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tical: Too risky--we could lose the temple and the nation             
Presider: Ms. Katie Chan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宋   軍牧師    講題：無聲之聲的召喚(王上19:9-13) 
主席：洪佩茜傳道    領詩：黃念郇弟兄       司琴：蕭碧茹姊妹

11:45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李嘉焯傳道    講題：我想，我求！(弗3:14-21)                      主席：吳家祺傳道    
          司琴：張曦雲姊妹    讀經：何以樂姊妹     奉獻祈禱：陳   喆姊妹      司事：雅比斯成長班

10:00 

獻詩簡介

Now the iron bars are broken, 
Christ from death to life is born, 
Glorious life, and life immortal,
On this resurrection morn; 
Christ has triumphed and we conquer 
By His mighty enterprise,
We with Him to life eternal 
By His resurrection rise.
Alleluia! Alleluia! 
Glory be to God on high; 
Alleluia to the Savior, 
Who has won the victory; 
Alleluia to the Spirit, 
Fount of love and sanctity; 
Alleluia! Alleluia!
To the Triune Majesty. 

淪亡牢籠全除掉，
我有永生因基督成就大救恩，
極盡榮美神聖耀目，
恩滿溢上帝光華燦爛！
擊敗仇敵基督得勝，
我靠祂今得新生！
宇宙萬靈皆唱頌讚，
尊敬屈身敬拜祂！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願頌稱歸聖父！
阿利路亞每天奏樂
傳耶穌基督復活！
阿利路亞聖靈護庇，
親愛恩光永同在！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事奉三一永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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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主日清早堂           383          

主日早堂              704        

主日午堂              553      

主日晚堂                41            

普通話崇拜             58

兒童崇拜              115

English Worship       55 

    每 日 讀 經 圖書館：第四季「樂享閱讀」書籍推介

 
 (日)  哥林多後書     五1-10

 (一)  哥林多後書     五11-21

 (二)  哥林多後書     六1-13

 (三)  哥林多後書     六14-七1

 (四)  哥林多後書     七2-16  

 (五)  哥林多後書     八1-15

 (六)  哥林多後書     八16-24

曹啟明傳道書籍推介《陝西羚蹤—司務道教士自傳之一》

本書記載挪威宣教士司務道(1911-1992)，使用神給她護士的訓

練，從年青往陝西到香港走過近半世紀戰火和艱澀的事奉。誠然

是委身回應召命的生命，雖在蒙召時曾以「總有人比我更適合」

作為託辭，但卻終以順服的心擺上一生，並在香港留下佳美的腳

踪，不單建立恩光護幼院和堅樂中學，更在當時將軍澳這片荒園

上建立靈實醫院，延續醫療與傳道的精神。期望當再一次想到或

看到靈實醫院的時候，如同雲彩的見證都鼓勵著城浸家每位弟兄

姊妹繼續思考和更深回應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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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

※1283

-

65

27

15

-

109

18

-

47線上崇拜瀏覽
總人數1957(截至26/10)

兒童線上崇拜瀏覽
人數51(截至26/10)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實體崇拜總人數 2430



2 0 2 1 年 1 0 月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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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記念正在進行的廣東話班、亦師亦友及親

善家庭計劃，求主加力給眾義工，成為學生

們的幫助和祝福。

◆ 為普通話事工未來的發展祈禱，近年來港進

修、工作及移居香港的普通話人士不斷增

加，願主帶領我們能把握時機，將主的愛和

福音帶到他們當中。

查經祈禱會(3/11周三)
早上9時，晚上7時半(大禮堂) 

負責同工：胡美華傳道

查考經文：林後6:14-7:1

上周出席 (早) 45人   (晚) 73人

線上瀏覽人數 604 (截至26/10)

個人佈道組消息
原定第一主日(7/11)個佈出隊到啟晴、長者鄰

舍中心探訪及街頭佈道，將順延至11月14日進

行，並恢復上門探訪，請掃描QR code網上報

名，截止報名：11月1日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楊麗群同工(電話:27674239)

「關係重建系列」講座5
復和
日期：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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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運動撕裂下的信仰群體，如何實

踐復和的使命。

講員：黃福光博士(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授)

回應：曹偉彤院長 (香港浸信會

         神學院院長/本會會務組組長/

         本會特約顧問)

婦女部「生活雅敘」第三擊
一個屬於姊妹的健康生活平台
日期：11月13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10:00-下午12:30

地點：八樓禮堂

1. 靈修操練(導師：陳小玲傳道)
內容：靈修默想、享受安靜、身心靈重新得力！

2. 手工製作 (導師：楊皎蓉姊妹)
內容：蝶古巴特手挽袋

名額：20位，每位$50 (手工材料)

截止：11月7日(主日) 或 額滿即止

查詢：張慰玲同工 (27135111)

＊請到會友服務處報名，歡迎新朋友參加＊

香港培道小學(「培小」)第二期「乘夢者」工程

預計2022年竣工及全面啟用，校舍的使用面積

將增至15,000平方米，可提供更多空間及設施

供本教會使用。多年來本教會一直與培小為鄰

舍，在場地使用以及學校福音事工上，彼此協

作，關係密切。

現呼籲弟兄姊妹以禱告及奉獻，

支持培小的教育樓工程，透過優質

基督教教育為孩童及家庭帶來祝福。

呼籲奉獻支持香港培道小學教育樓工程

工程簡介

自創福音單張2021設計比賽
共收到15份報名作品，作品已張貼於教會傳道

部個人佈道組壁報板、個佈室門口等地方。請

會友踴躍投票，可掃描QR code投選作品，或到

會友服務處填寫選票。

截止投票：11月7日

查詢：楊麗群同工(電話:27674239)

         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財務與職業系列講座3
職場人際解構與解難
日期：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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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性格、情緒、信仰角度探索職場人際

之道，幫助在職信徒有力面對工作上的

挑戰與掙扎。

講員：伍詠光弟兄(資深心理及家庭治療師)

回應：李美儀傳道

主辦單位：成年部

查詢：張慰玲同工 (27135111)



 二零二一第卅八屆聖樂同樂日    

           得獎者名單

 獨唱啟蒙幼兒組	 冠：甘瑋萱
	 										 亞：練頌揚		
																		季：顏安晴																
	獨唱幼稚組	 冠：劉己立
																		亞：鍾巧		
																		季：莫梓光
	獨唱初級組	 冠：姚樂君	
																		亞：關樂天
																		季：陳思哲
	獨唱中級組	 冠：陳詩雅																		
																		亞：梁子悅
	獨唱公開組	 冠：陳德怡				
	鋼琴獨奏初級組	 冠：呂思澄
																		亞：梁皓光
	鋼琴獨奏中級組	 冠：呂思賢
																		亞：劉己立
																		季：梁子悅
	鋼琴獨奏高級組	 冠：鍾巧	 	
	樂器獨奏初級組	 冠：梁恩光
																		亞：列思行
	樂器獨奏高級組	 冠：蕭詠心
	樂器獨奏公開組	 冠：梁睿祈
	小組合唱組	 冠：姚樂君組
                    亞：Shepherd	of	Sheep	
																		季：梁慧光組

		團體合唱組
  耆英組		金獎：他泊山				
										銀獎：各各他山、迦密山、何烈山、
																哈拿、加略山、基利心山

		壯年組		金獎：所羅巴伯
										銀獎：非比、瑪拉基、那鴻、多加、
																約書亞、彌迦
										銅獎：挪亞

		兒童、少年、青年組
	 							金獎：路司得、加利利
          銀獎：腓利門、仁愛+喜樂、
                English	Ministry、				
                以馬忤斯、伯特利	
  
		成年組		金獎：基甸、約沙法、柏齊雅		
										銀獎：路得、希西家、哈巴谷、
																以利沙、阿摩司、約西亞、
																耶利米			
										銅獎：所羅門、撒迦利亞

最高參與獎：喜樂成長班

最佳指揮獎：所羅巴伯
合唱總冠軍：所羅巴伯

聖樂同樂日各組比賽照片：將於11月13日起以電郵方式向各參賽者/單位發布連結，以供瀏覽、下載，亦

備沖晒照片登記方法。稍後(日期有待公布)會眾亦可在城浸網頁瀏覽或下載更多有關相片，敬請留意。

2021職場福音午餐餐會(成年部主辦)
主題：翻轉職場

日期：12月11日(禮拜六)

時間：中午12:00-下午3:00

地點：會所1號博藝會

         紅磡黃埔花園螢幕圈第8期4樓

對象：在職人士

見證嘉賓：梁藝齡傳道

回應講員：陳淳傳道

餐費：$100元(若聚會取消，可憑票退款)

查詢：李美儀傳道、謝仲軒傳道
請到會友服務處購票(額滿即止)，鼓勵弟兄
姊妹邀請同事及在職親友出席。

本地差傳歷史團–福臨香江陸路行
日期：12月18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9:00-中午12:30

對象：35-65歲健步的本教會會友，恆常出席成

長班優先(需要行斜路或樓梯級)

費用：$30(不包括交通費，不設退款)

名額：12位(若報名超過12人，則以抽籤決定，

中籤者將獲個別通知，並需付款作實。)

集合地點：金鐘地鐵站B出口(地面)

截止報名：12月5日(主日)

報名︰掃描QR code

查詢：馬穎儀牧師或鄺潔明同工(電話:22467656)

兒幼部嬰孩奉獻禮
日期：12月26日 (主日)

時間：上午11:45(崇拜時間內舉行)

截止報名：12月5日

請到會友服務處或掃描QR Code報名



我是從神而生的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詩139篇】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1 年 1 0 月 2 4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曾智聰牧師 記錄：羅慕琳姊妹

引言
詩篇共有150篇，每篇都有非常豐富的信息。詩篇可以讓我們進入詩人的內心世界，認識人和神真心真意的對

話，如果我們希望好好學習祈禱，便要從詩篇學習及認識我們所傾訴的神。詩篇是歷代詩人蒙神感動而創作的詩

歌，是猶太人、以色列人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在詩篇內會發現很多個人及群體的感恩、讚美、認罪、掙扎，充滿

了神學信息和生活體會。

詩139篇內有很多元素，有讚美、感恩、哀歌甚至智慧詩的元素，讓我們感受到詩人與神有很親密的個人關

係。詩139篇共有24節，可以分成兩大部分：1-18節是詩人為了神認識自己並為他所定的旨意而感恩，而19-24節

是詩人在患難的日子中所獻上的禱告。他知道神是眷顧人、愛護人並深深認識自己的神，所以人不必為神的鑒察

而擔憂，反而更要為神的全然看顧而獻上感恩。

神是無所不知 (詩139:1-6)
在1-6節，多次出現了「鑒察」、「知道」和「認識」，而「認識」這詞在詩篇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是指

「神的洞察力、神的全知」、而用上「鑒察」更是「仔細查究、搜索、深入了解」之意。神非常認識我們，甚至

比我們自己更認識自己。神親近我們，我們亦親近神，這是相向的、很個人的親密關係。你和神又是怎樣的關係

呢？

詩人提及，神已經「鑒察」、「認識」、「曉得」、「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清楚知道我的一切」，「

在神面前甚麼都不能隱藏。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我們一靜一動，每

一個動作神都知道；甚至「我舌頭上的話也沒有一句不知道」，我們說出的說話、心中沒有說出的說話，神都清

楚知道。

你會否為到有這樣的一位神而高興，還是擔心神會知道你的一切而害怕呢？詩人還提到：「你在我前後環繞

我，按手在我身上」，環繞有保護的意思，按手在身上則指祝福和加力於詩人。詩人贊歎神的知識和奇妙是不能

測的，至高是人不能及的。神遠遠超乎他的智慧和理解，神清楚知道他的一切，認識他、保護他。

神是無所不在 (詩139:7-12)
7-12節描述神是無處不在，我們沒有辦法向神隱藏自己──無論在高天、地的深淵或海的深處，我們都不能

夠隱藏和逃避。面對無處不在的神，人的心態是想逃走，還是感到害怕？詩人最終的體會是，神的手依然引導和

扶持，安心比懼怕更大。就算我們被黑暗包圍，遮蓋着我們與主的連繫，看似毫無出路，但神的靈仍遍佈全地，

上帝的手依然、也必然保護屬於神的兒女，祂的手依然在我們中間。無論我們在不同的地方、身處不同的環境，

甚至在黑暗中，祂仍然在我們中間眷顧着我們。無論遇到甚麼境況，我們也要知道神必看顧，然後可以安心將一

切交託給主，因為祂一直都在。

其實要理解或相信神的絕對看顧並不容易，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困難，尤其當我們落在極困乏的光景之中，會

感到完全的無助，神似乎離開了我們，在沒有盼望的時候，還要相信神的看顧真是談何容易。二次大戰時，康妮

(Corrie Ten Boom)與妹妹貝思(Betsie Ten Boom)被囚禁在納粹黨的集中營，妹妹試圖遵照保羅要常常喜樂、感

恩的教導(帖前5:16-18)，為了囚室有跳蚤而感恩。康妮開始時有點費解，後來卻發現，守衛竟因着這些跳蚤而不

願靠近她們！「心靈上的跳蚤」的確難以忍受，不過假如我們安然接受這是神的安排，並且感恩地面對，這些煩

人的跳蚤便會失去力量，最終變得不再重要。今天的黑暗不能讓人忘記神的同在，因為神的看顧要比懼怕更大。

受造奇妙 (詩139:13-18)
在13-18節，詩人思想到自己受造的奇妙──在母腹時，神已經同在並知道他的一切。接續第2節，神鑒察、



認識、知曉詩人的一切，詩人繼續用「你」去描述這種很個人、很親密的關係，「我是你所造」、「已經感受到

你覆庇我」、「你的作為奇妙」、「你的眼早已看見」、「你所定的日子已經寫在冊上」、「你的意念」……他

一直的使用「你」和「我」來描述和神的關係，原來神一直介入我們的生活，我們的過去、現在、將來，甚至未

成形的體質，祂都一清二楚。祂為我們每一個都定下旨意，而這是何等的寶貴，也遠高於我們的意念。

經文提及「肺腑」，表面指人體的重要器官，實則寓意了人內心的情緒感受，神都清楚明白。詩人祈求神向

他顯明意念，因為神的意念是很寶貴的，神知道他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神的計劃超過了人的理解。所以，詩人

更描述到「祂的意念比海中的沙要多，睡醒的時候仍和你同在」。這好像一場夢，卻又不同於夢境，因為我們

可以真實經歷神的同在及安排。就如保羅在林前13:12說：「我們如今彷彿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好似猜謎

一樣)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所以，神是真實

的，祂的愛也很真實。當詩人醒來，發現自己仍能享受神的同在，就感到心滿意足。

經文又提到：「在母腹之內已經覆庇我」，這幾個字的原意是「縫合」，如婦人縫製衣服、又如外科醫生縫

合傷口。神將我裏面每一個細節都做好、做妥，讓我有完整的身體，就連生命中的際遇都安排得恰到好處，完全

了我的生命。因此，不論你的身體、外表、際遇等……一切都有神的旨意和計劃。

神與我們的連繫，早在我們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我」能夠存在、成為這樣的生命個體，都是神的創

造。如沒有神的覆庇，人是沒可能從母腹而生的。約1:13：「我們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

神生的。」我們的生命，是源於神、亦是連於神。約15:5闡釋了這種連結：「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

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這種連結是真實的，你有沒有

和上帝──我們的神有這種連結呢？詩人說：「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

知道的。」他體會到受造的奇妙，以及神的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這種感動難以用筆墨來形容，因此

詩人只能不住的讚美主、感謝主。正如詩歌《真神之愛》(世頌68首) 歌詞所寫的一樣，非常優美，非常感動。

神對我們的愛很豐富，祂看重我們每一個人，也看重我們的內心──我們內在的生命，而不是外表。既然神

是如此看重我們，我們又怎能輕看自己呢？耶穌看重我們每一個人，耶穌是我們盼望之源，我們可以思想一下，

我們和這得力的源頭有多久沒有接觸、連繫呢？我們是否日夜奔波、心煩意亂，手機不離手？我們多久沒有抽時

間與神親近，與這得力的源頭聊天？我們都是神所造的，沒有神就沒有我們，當我們能夠享受神的同在，便會感

到心滿意足。

走永生的路 (詩139:19-24)
在19-24節，詩人由感恩的情懷轉向咒詛惡人的態度。詩人求神鑒察自己、以致省察自己有甚麼惡行得罪神。

詩人這樣的祈求是強烈的自我警惕、自我勸戒，是源於對主的委身、對主的愛、對主的忠誠和對主感恩的情懷，

而不是出於驕傲或自義。從他的禱告中，可以看到詩人是求神鑒察自己的動機和行為，焦點最終不是只停留在仇

敵身上，反而是積極求神查明自己的心思意念。詩人渴望求問自己的行為到底是否符合神的旨意，因此，他禱告

求神察驗自己的屬靈境況，讓自己不跟隨惡人的行徑，而要走永生的道路──連繫於生命之神的道路。詩人盼望

與神有更深的連繫，更願神引導自己的心思意念更貼近神的心意。

在人生的歷程中，我們常常以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單靠雙手或意志便可以改變一切。又有人認為，生命並

不重要，覺得生存是多餘的，甚至想放棄生命。但詩139篇讓我們看見，神看重我們、神認識我們每一個。生命

是神賜予的禮物，祂全然認識我們，是祂親手編織了你和我的生命，正如賽43章所說，神看我們是寶、是尊，祂

愛我們。有人付上一生的時間、精力，勞勞碌碌、營營役役、尋尋覓覓……事實上，當人不斷追逐名利並不會得

到真正的滿足，因為人不明白生命的意義。我們在世上很容易迷失或受到誘惑，因此，詩人最後祈求神：「看在

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很多信徒誤以為「永生」是指將來的事、是死後上天堂的事，但主耶穌清楚強調，認識獨一的真神，認識祂

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17:3-4)；認識主、並且活出榮耀主的生命，這便是永生。

結語
我們要和神確實的結連，靠神的話語去更新、改變我們的生命，認識主並活出榮耀主的生命。詩篇是讚美的

頌歌，要明白詩篇，就必須從生活中了解詩人的情懷並融會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所以，我們的生命需要滿有讚

美、需要榮耀主。神了解我、明白我，也知道我的意念。祂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祂的意念高過我們

的意念，所以，就讓我們像詩人一樣，獻上衷心的禱告：「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

的意念，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詩139:23-24)







關係重建系列5
主辦：九龍城浸信會

復和
在社會運動撕裂下的信仰群體，如何實踐復和的使命

講員：黃福光博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授)

地點：本會大禮堂

回應：曹偉彤院長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長/本會會務組組長/本會特約顧問)

時間：下午2:30～4:30

日期：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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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城浸信會
地址：九龍城亞皆老街206號

電話：2713 5111

網址：www.baptist.org.hk

財務與職業系列3
主辦：九龍城浸信會 成年部

職場人際解構與解難
從性格、情緒、信仰角度探索職場人際之道，幫助在職信徒有力面對
工作上的挑戰與掙扎

講員：伍詠光弟兄 (資深心理及家庭治療師)

回應：李美儀傳道

地點：本會大禮堂

時間：下午2:30～4:30

日期：11月14日(主日)

查詢：張慰玲同工 2713 5111

另設               (本會大禮堂直播) 按此

按此(本會Facebook同步直播)



兒幼部 教職員退修會

2021年11月21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 城浸大禮堂
講員:林德育校長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講題: 兒童事工

內容: KOL 在學校? KOL 在社會?
個個都是IT 高手?
(香港小學於教學中運用I.T.,  情況教會如何呢?)

我如何請兒童到我這裡來?
(請到我這裡來, 我何德?我何能?)

請導師、職員預留時間出席 ● 歡迎所有對以上題目有興趣之弟兄姊妹參加

報名表













門徒生命與事奉證書
2 0 2 1 - 2 2年度冬季1 - 3月最新課程

舊約概覽
（DM2002，兩學分）

＊適合基礎班／中級班／成長班查經組長報讀＊

講師：黃榮基傳道　　　　 
日期：1月7日至3月25日（逢周五 
7:30pm-9:30pm，共十堂，2月4日暫停） 
地點：六樓禮堂
簡介：幫助學員掌握各書卷的基本結構、關
鍵問題、經文脈絡，讓學員有系統、全面地
掌握書卷內容和信息，將聖經真理應用在生
活中，為信仰與靈命打好基礎。

   +首次報讀證書課程的弟兄姊妹，需另行填寫入學申請表。
　+本學年（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基礎班課程暫停開辦。新加入或現時的基礎班同學可先修讀
    中級班指定科目：基礎教義、門徒訓練二：小組牧養關顧、舊約概覽及同行小組(一/二)
   +查詢：2767 4225 Grace / 2767 4241 Rebecca 或 WhatsApp 訓練事工同工 9130 4916



 門徒生命與事奉證書2021-22年度冬季(1-3月)最新課程

下
載
報
名
表

＊特別通告：本學年（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基礎班課程暫停開辦。新加入或現時

的基礎班同學可先修讀中級班指定科目：基礎教義、門徒訓練二：小組牧養關顧、舊

約概覽及同行小組(一/二)。如有疑問請向訓練事工同工查詢 (WhatsApp 9130 4916)
 
舊約概覽（中級班必修科/成長班查經組長）				DM2002		 			 （兩學分） 
幫助學員掌握各書卷的基本結構、關鍵問題、經文脈絡，讓學員有系統、全面地
掌握書卷內容和信息，將聖經真理應用在生活中，為信仰與靈命打好基礎。（本
課程適合基礎班／中級班／成長班查經組長報讀）
講師：黃榮基傳道　　　
日期：1月7日至3月25日（逢周五，共十堂，2月4日暫停，2月11日同行小組祈禱
日）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        
學費 ：$210，早鳥優惠$160（12月5日前），12月19日截止。

認識差傳（進深班牧養與教導證書必修科）				DPC001		 	 	 	 	 	 	 （一學分） 
讓學員明白差傳的聖經基礎、釐清宣教學的述語、認識差傳先鋒、了解文化適應
對宣教帶來的影響、認識不同差會、了解不同的宣教模式及策略，藉以幫助學員
明白及履行大使命。
講師：洪佩茜傳道、梁素梅傳道     
日期：2月11日至3月11日（逢周五，共五堂）
時間：7:30pm-9:30pm  地點：710室  　
學費 ：$130，早鳥優惠$80（1月8日前），1月23日截止。
參考書：《讓世界不一樣：成為差傳教會》。韋艾倫著，鄭林生譯。海外基督使
團。9折後$88。 

進深班牧養與教導證書選修科
（＊完成三個DPB/DPL/DPS同類的選修科等於一學分，歡迎成長班導師報讀） 

性倫理		 	 	 	 		 　	DPB010
對大部分教會和基督徒來說，往往只會將「性」歸類為道德議題去討論，而且認
為聖經已經提出一套黑白分明的道德判斷標準。然而，現今教會面對的是一場「
性革命」，因此，當教會要思考「性倫理」的時候，同時亦要處理「性政治」的
問題。這個課程就是嘗試從聖經及神學的角度去思考「性革命」如何帶來倫理和
政治上的衝擊，並如何應對。 
講師：趙崇明博士（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 
日期：2月10日至2月24日（逢周四 7:30pm-9:30pm，共三堂）
地點：六樓禮堂
學費：$70，早鳥優惠$50（1月8日前），1月23日截止。此科同為全民學堂課程。

水彩畫與靈修		 	 	 	 			DPL006
透過經文默想結合水彩畫創作進行靈修，豐富我們對聖經世界的想像及對自己
的覺察（導師會教導學員繪畫水彩畫的基本技巧，整個課程會完成3項作品）
講師：李雅詠傳道 
日期：3月5日至3月19日（逢周六 9:30am-12:00nn，共三堂）
地點：四樓禮堂
學費：$70，早鳥優惠$50（1月30日前），另收材料費$100（包括︰
油畫三幅、水彩顏料、水彩筆、乾花花材）。2月13日或額滿截止，
課程只限12人，學員須出席所有課堂。 此科同為全民學堂課程。
備註：請自備手袖及圍裙。現屆進深班學員11月21日前優先報讀。

九龍城浸信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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