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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一日   周六崇拜：下午6:00  主日崇拜：上午8:30, 10:00 , 
11:45, 下午6:00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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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of Triumph (arr. Arnold B. Sherman)..........................手 鈴 組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313首  來到神的面前.................................詩      班

  來到神的面前，我們以感恩的心向祂歡呼，向祂歡呼。

  來到神的面前，我們以感恩的心揚聲歡呼，揚聲歡呼。

  將榮耀和尊貴、權柄都歸給祂，耶穌，超乎萬名之名。

  將榮耀和尊貴、權柄都歸給祂，耶穌，超乎萬名之名。感謝神。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114首 擁戴主為王..............................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盧雪心傳道   陳沛偉傳道   羅明遠傳道   陳婥芬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Gloria in Excelsis Deo (Margaret Rizza)........................黃念郇弟兄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神豐盛慈愛與恩典............................ 會眾立唱

  必有恩惠與慈愛 (青年聖歌 (II) 27首，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1. 我是客旅我是流浪者，在黑暗罪惡中徘徊；那時慈牧耶穌找到我，我今正向父家歸回。

(副歌) 我一生一世有恩惠並主的慈愛隨著我，直到永永遠遠。（唱兩次）

2. (詩班) 我疲倦時祂使我甦醒，每日祂賜力量給我；祂領我到安靜的水邊，

             保守我每一步穩妥。（會眾加入副歌）

3. 當我走過寂寞的幽谷，救主必與我行一路；祂大能手保護引領我，到為我預備的居處。(副歌)

(詩班)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殿中到永遠；敵人面前祂為我擺設筵席，              

(會眾加入) 我一生一世有恩惠並主的慈愛隨著我，直到永永遠遠，到永遠；

               直到永永遠遠。（間奏轉調）

恩典大過我罪愆 (青年聖歌 (III) 121首，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1. 慈愛救主賜奇妙恩典，遠超過我眾過犯罪愆，在各各他山寶血淌流，聖羔羊血能洗淨罪咎。

 (副歌) 真神恩典，赦免我罪惡洗潔我心，真神恩典，比我眾罪污更廣更深。

 2. (弟兄) 罪惡絕望有如洶湧浪，生命被威脅永遠淪亡，幸有主奇妙豐厚恩典，

                             大能十架使我罪赦免。

 3. (姊妹) 罪惡污漬無人能隱藏，有何良法能將罪洗脫，看哪，寶血活泉已湧流，

                             洗脫你罪污潔白如雪。

 4. 主奇妙無限無量恩典，白白賜給凡相信的人，你若渴慕得見祂聖面，

     現在就要接受主救恩。 (副歌)

 奇異恩典 (世紀頌讚299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2.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時，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寶貴！

 3. (詩班) 許多危險、試煉、網羅，我已安然經過；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導我歸家。(升調)

 4. 將來禧年，聖徒歡聚，恩光愛誼千年；喜樂頌讚，在父座前，深望那日快現。

 (詩班) 奇異恩典！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約18:33-37...........容詠賢姊妹   趙麗文執事   王秀慧執事   何鏡明執事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余靄明姊妹   黎達強執事   權百歲弟兄   葉小燕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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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名遠弟兄    王堅臣弟兄 許文森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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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彥文弟兄   趙彥文弟兄    陳思慧姊妹 陳思慧姊妹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神學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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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by Day (arr. Julie Stitt)  手鈴組

差傳獻金   Mission Fund(黃袋) .................................(讚美詩) Doxology ...................................會眾立唱

獻      詩   Anthem .............................................................救主為王.............................................. 詩     班 

                                                                曲：F. Mendelssohn，詞、編曲：紀哲生 

  救主為王！我們信徒應歡唱，喜樂，喜樂，口唱心和，為主永唱頌歌。

  主治萬方，主的慈愛無限量。遇福遭禍均緊靠主，因祂時刻關注。

  遇福遭禍均緊靠主，均緊靠主，因祂是我們良友。

  救主為王！我們信徒應歡唱，喜樂，喜樂，口唱心和，為主永唱頌歌。

  主啊，我眾全心向祢，向祢歌唱，讚頌愛歌。

  我一生一世感謝祢，因祢的恩惠，天天都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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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證   Testimony ................................................(六)吳兆賢弟兄、(早)賀鈴姊妹、(午)陳紫君姊妹(錄影)

講      道   Sermon ...............................講題：年輕人，講真？！(路2:41-52)...............................曹偉彤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340首 主，我願像祢 (第2, 3節)......................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盧雪心傳道   陳沛偉傳道   羅明遠傳道   陳婥芬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49首 敬拜主.........................................會眾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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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世頌563首 願主賜福保護你 (首兩行).....................會眾立唱

     願主賜福保護你，願主賜福保護你，願祂的臉光照你，願主賜福保護你。

殿      樂   Postlude.....................................Lauda Anima (John G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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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美儀 劉漢華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陳詠恩 黃日東                 
主日早堂  魏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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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What does the Director of Music have to be thankful for?             
Presider: Mr. Kenneth Leung
Hymn leader: Ms. Christy Leung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林少琼牧師    講題：驚！喜！(王下4:8-37) 
主席：葉小賢傳道    領詩：梁崇安弟兄                 司琴：高文淑姊妹

11:45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葉小賢傳道    講題：祝福萬民祂我他(詩67:1-7)               主席：張志堂傳道    
          司琴：張曦雲姊妹    讀經：方建新弟兄    奉獻祈禱：陳敏姊妹    司事：希西家成長班

10:00 

獻詩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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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主日清早堂           400          

主日早堂              631        

主日午堂              617      

主日晚堂                26            

普通話崇拜             53

兒童崇拜              107

English Worship       67 

    每 日 讀 經 圖書館：第四季「樂享閱讀」書籍推介

 
 (日)  提摩太前書     五1-25

 (一)  提摩太前書     六1-21

 (二)  提摩太後書     一1-18

 (三)  提摩太後書     二1-13

 (四)  提摩太後書     二14-26  

 (五)  提摩太後書     三1-17

 (六)  提摩太後書     四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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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

※1277

18

125

32

14

-

126

37

-

39線上崇拜瀏覽
總人數1570(截至16/11)

兒童線上崇拜瀏覽
人數78(截至16/11)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實體崇拜總人數 2416



訃聞
◆	梁葉姊妹已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2 0 2 1 年 1 1 月 2 1 日

會友消息
◆	黎嘉聰弟兄、陳清霖姊妹將於11月27日(六)	

下午1時正，在本教會舉行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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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禮拜三)晚上八時在本教會

大禮堂舉行十一月份會友月會，請會友預留

時間同商會務，共建神家。

差會代禱事項
育苗事工
疫情令學生的學習模式由在校上課轉為透過網

絡學習，意味學生家長要為子女增添網絡數據

和電子器材等資源；這不是每個家庭都能負擔

得起的額外開支。請為教會育苗資助的學生

和學生家庭禱告，求神幫助他們得到足夠的支

援，使他們在疫情下仍然有開心愉快的學習。

查經祈禱會(24/11周三)
早上9時，晚上7時半(大禮堂)	

負責同工：方兆雄牧師

主題：禱告讚美會

上周出席	(早)	45人			(晚)	89人

線上瀏覽人數	890	(截至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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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面
請註明申請職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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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聘
助理幹事(福音)
成熟基督徒，具傳福音心志，支援教會福音事

工。中六程度或以上，主要處理文書職務，協

助推動佈道事工安排，設計活動海報，構思宣

傳片等。懂基本電腦文書，略懂設計軟件操

作，具良好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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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少有副學士/LCC	Hig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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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堂代禱事項
◆	求主潔淨我們，使我們清心在祢面前，謙卑

禱告，尋求祢的旨意。求神保守「城浸家」

合一，使牧者及弟兄姊妹能彼此同心，一起

尋求教會發展方向，在建堂事工上以擴展神

國為念，榮耀祢的名。

◆	建堂委員會現正計劃，加快進度提交政府要

求更新交通影響評估報告，以及要求准許改

動在地盤內部分地下喉管，求主帥領，一切

順利。

兒幼部教職員退修會
日期：11月21日(本主日)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八禮堂

講員：林德育校長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講題：兒童事工Go	Grow	Glow

內容：KOL在學校？KOL在教會？(香港小學

於教學中運用I.T.情況，教會情況如何

呢？)	我如何請兒童到我這裏來？
＊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參加＊

駕車會友注意
◆	現有聚會泊車證將於2021年12月31日到

期，請往保安室索取表格辦理2022年續證及

歡迎申請新證。

代訊
本教會已故會友陳達貞姊妹，下葬於香港薄扶

林道華人基督教墳場，錫安葬位迦南段12級18

穴，該墳因日久失修，導致該墳位墓碑碑座上

之雲石片脫落，墳主從速加以修葺，詳情請墳

主致電23374171與聯會墓園部聯絡。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worship at 10:00am every 
Sunday in B01, Basement. 
28 Nov 2021(Sun)
Title: The Son of God is born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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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地點：金鐘地鐵站B出口(地面)

報名︰掃描QR	code(12月5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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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壯部進修會
從神僕摩西看「事奉樂與怒」
日期：11月28日	(主日)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大禮堂

講員：高銘謙博士(建道神學院滕近輝教席副教

授/聖經研究部主任/《爾道自建》主編)

查詢：馮潔儀傳道(電話:27674271)
歡迎赴會‧一同學習

耆壯部 -「打電話聽靈修」
耆壯部設立「打電話聽靈修」的電話專線	

27674208，讓長者可以用電話系統收聽由耆

壯部同工錄製之靈修信息，每天下午約2:30更

新。歡迎收聽及介紹給有需要人士。

傳道部個人佈道組消息
1. 個人佈道出隊日
日期：12月5日(主日)

集合地點：地庫小禮堂B01室

集合時間：下午1:45	(下午2:00出發)

佈道地點：啟德探訪，九龍城、土瓜灣街頭佈道
佈道員須為已受浸及有傳福音心志的基督
徒，請準時出席。

網上報名

2. 樂富、龍翔長者鄰舍中心探訪
形式：上門探訪(弟兄姊妹請自行到中心集合)

日期：12月5日(主日)

集合時間：下午2:30

截止報名：11月30日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葉長寶同工(電話27674326)
網上報名

晴心組(癌關團契)
日期：11月21日(本主日)

時間：下午2:30

地點：四樓禮堂

內容：分享周

手鈴訓練班( Level 1 至 Level 2+)
日期：2022年1月6至27日(逢禮拜四，共4堂)

時間：晚上8:00-10:00

地點：707室

對象：15歲或以上，經常參與本會聚會而有意

參與手鈴事奉的弟兄姊妹，須具良好的

視譜能力，以及盡量能出席所有課堂，

弟兄優先(或須經節奏測試)。

導師：黃敏嫻姊妹

費用：$400(另按金$100，出席3堂或以上退回)

名額：11-13人(會友服務處報名，12月5日截止)	

關顧部栽培員訓練課程
「初信成長八課」
日期：2022年1月11日至3月8日(逢禮拜二)

時間：晚上7:30-9:45

地點：六樓禮堂

對象：受浸兩年或以上的本教會會友，必須有

傳福音或關心栽培初信者心志

目的：訓練信徒成為栽培員，幫助初信者扎穩

信仰根基

內容：深入淺出的靈命栽培課程及實習

報名：會友服務處索取報名表格，填妥連同約

500字得救見證交回

截止：2021年12月19日

查詢：張慰玲同工(電話:27674200	)
                              詳情請掃描 QR code



要常常喜樂？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帖前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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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 4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方兆雄牧師 記錄：葉秋江姊妹

前言
開心快樂是每個人都想追求的，過往世界主要用象徵經濟的國民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地區快樂的指標。可

惜，這並不夠全面，因為經濟以外的活動並沒有計算在內。數年前的「全球快樂指數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是在經濟、社會支援、生活選擇自由度等方面來作出評估，香港的GDP不低，甚至算是富裕，但快樂指

數在149個國家和地區中只排行第77位，可見GDP高卻不代表快樂指數一定會高。

聖經中的喜樂
使徒保羅吩咐帖城信徒「要常常喜樂」，但在他的心目中，甚麼才是喜樂呢？為何保羅要用命令的語氣吩咐

人要喜樂呢？喜樂[χαιρω]，這個字在新約聖經出現了頗多次，主要在福音書、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而喜

樂更是保羅所列舉的聖靈果子之一(加5:22-23)。耶穌基督勝過死亡復活，在向兩位馬利亞顯現，經文說：「忽

然，耶穌遇見她們，說：『願你們平安！』」(太28:9)「願你們平安」的原文與帖前5:16的「要喜樂」是同一個

字、同一語法，在新約聖經中成為問安的說話。舊約聖經有一個常用的字，字根samah，意思是「喜樂、開心」。

囿於翻譯所限，我們很難從字面上分辨出「喜樂」是屬靈，「快樂」、「歡喜」、「開心」是屬世的，其實

我們不能也不應以此作為分別，因為聖經也有以「喜樂」來形容屬世的情感(例如伯20:5)，所以我們不能單以字

面作準。我希望幫助大家明白保羅所說的「喜樂」是指一種屬靈的特質，它是有內涵的、是住在我們內心的，是

可以長久影響我們生命的喜樂。保羅作為一位熟讀舊約和熟悉耶穌基督的使徒，他所指的喜樂不是純粹情感上的

開心，而是帶有深刻屬靈特質、是與神有結連的。為此，我作出了三方面的歸納：

(1) 真正喜樂的來源是上帝
舊約聖經啟示喜樂的源頭是上帝，傳2:26 指出「神喜悅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可見這些均是

出自神的主權，當然人也有責任──人要怎樣成為神所喜悅的人，以致蒙神賜福呢？詩45:7指君王行在神的旨意

中，喜愛公義、恨惡罪惡，因此神用喜樂的油膏他，揀選他為神作工。詩90:14-15摩西求神賜喜樂給祂的子民，

讓他們一生一世有從神而來的喜樂，縱使經歷如在曠野般受苦的年日也能熬過。由此可見，神所賜的喜樂是長遠

的，並且超越物質所帶來的滿足。

另一方面，在神的創造中也有普及的恩典，無論人認不認識神，都可以受惠。「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

樂行善；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傳3:12-13)在神的創造和保守下，世人有

很多事情都能去享受，像做運動、欣賞音樂、吃喝旅行、與朋友相聚等，這些都能讓人身心舒暢的。這些快樂不

一定與靈性有關，能帶給人相對上短暫的滿足，這些是娛樂，卻不是保羅所指的喜樂。

被罪污染的世界所帶給人的享樂也可以是負面、對身體和靈性有損的，那就是放縱情慾。諸如酗酒、毒品、

濫交、婚外情、賭錢投機等，均能引致心靈、關係和家庭受損。聖經還列舉了很多放縱情慾的行為，如仇恨、爭

競、惱怒等，我們要避免沉溺在這些罪中之樂，因為這些都不是出於神，並且將來會受到神的審判。在詩16:11，

詩人形容神能將生命的道路、滿足的喜樂、永遠的福樂賜給人，喜樂自有一種永恆的特質，能讓人不論在順或逆

境中也能享有豐盛的心靈。

(2) 喜樂是藉耶穌基督救恩而得
聖誕節不單慶祝主耶穌的誕生，也是藉着慶祝幫助我們練習如何懷着喜樂的心，期盼和迎接神所應許的救

恩來臨。賽9:2-3便形容了舊約時代神的子民滿有喜樂地期盼神的救恩，仰望彌賽亞來臨實現神的拯救。在新約

裏，主耶穌出生時，天使報喜訊：「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

為你們生了救主……」(路2:10-11)東方博士看見指引他們找到耶穌的星，就「大大歡喜」(太2:10)。「葡萄樹

與枝子」的教導(約15:5)與我們今年的教會主題「基督是主，與神結連」大有關係，因為與主結連能使我們的生

命更豐盛，結出更多的果子！耶穌解釋了說出「葡萄樹」比喻的原因：因為「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

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約5:11)，這是要提醒跟隨耶穌基督的人必須與主結連，

心中才會有那份從神而來的喜樂。



(3) 喜樂透過順服聖靈而常有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14:17)世人都以為有吃有喝，生活富

裕就等於心靈豐盛，其實不是的！曾經聽過一則笑話，有人看見朋友一生辛苦打拼，即使住洋房、開名車也不感

到快樂，問其究竟，他的朋友便「安慰」他說：「住洋房的不快樂總比住『劏房』的不快樂強多了！」這則「笑

話」反映世人的無奈。假如人認識神，便會得着豐盛的生命，在屬靈的生命中成長，也能擁有聖靈在我們生命中

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加5:22-23)。簡單來說， 在

聖經中我們看到神所賜的喜樂，是透過主耶穌基督的救恩，以及聖靈在人心中的工作而存在我們心中的。這就是

保羅所說的「喜樂」，然而這對我們的生命有何幫助呢？我想和大家作三方面的思想。

思想
(1) 親近神才有真正的喜樂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基督是主，與神結連」一年快將過去，我們在「與神結連」上，到底有多少進步呢？

尤其是當我們的生命遇到困難，好像沒有出路時，絕不要鑽牛角尖，或試圖做一些別的事情來分散自己的注意

力，以為可以減壓(小心變成沉溺，包括電玩、追劇)，這是毫無幫助的。此時，你需要停下來、放下執着，安靜

在神面前祈禱──不是向神列出你的「祈求清單」，而是放手、憑信心交託給神！或許神會用微小的聲音提醒

你，讓你看見或想到一些之前沒想到的事情，或神給予你力量及安慰。我們在世上會遇到很多困難，因此也要學

習互相守望。一位姊妹看見有一位肢體在生命裏出了問題卻不懂如何幫忙，於是向神祈禱。後來她發現神奇妙地

製造了一些機會，讓那位肢體聽到她需要聽的說話，令這位姊妹心中的鬱結被解開。如果我們在互相守望的過程

中，經歷到神聽禱告並祂巧妙的安排，那份喜樂是很深刻實在的。主耶穌曾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

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28)我們需要親近神，才能重拾這份平安喜樂。

(2) 事奉中的喜樂
如何才能保持在事奉中常常喜樂呢？如果要形容我們教會有哪些特色和優點，忠心、委身、愛心、愛主、順

服、謙卑等大概會被廣泛認同；然而，喜樂會不會榜上有名呢？大家也許會聚焦一些「看得見」的事工，像聖樂

同樂日、有系統的社區關懷、將查經和團契糅合的成長班等，大家也感受到弟兄姊妹樂意又盡心的事奉、不計

較、實幹且有愛心。上星期的「成長班導師職員訓練日」，弟兄姊妹坐滿了整個禮堂，感覺好像是一隊耶和華的

軍隊，樂意為主爭戰、服事，引領大家去成長。今天我們思想「要常常喜樂」，兩星期後梁明財牧師將要宣講「

不住的禱告」。究竟喜樂和禱告是否也常存在我們個人和家庭的信仰生活中，而在教會裏又有何位置呢？  

(3) 為福音受苦而喜樂
第三方面的思想，是要令大家作好準備的。歷史上，教會有經歷興旺，也有經歷逼迫之時。我們面對的是多

變的世代，或許我們在世時未必會經歷到，或者神會呼召我們到不同地方傳福音及宣教，又或者神容許逼迫臨

到，但我覺得有責任要先準備好弟兄姊妹的心靈，以致當困難來到時，大家也不致手足無措。

使徒行傳5章40至42記載「公會的人聽從了他，便叫使徒來，把他們打了，又吩咐他們不可奉耶穌的名講道，

就把他們釋放了。他們離開公會，心裏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他們就每日在殿裏、在家裏不住地教訓

人，傳耶穌是基督。」使徒知道所傳的福音是關乎那位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也是人所期盼的救主，於是他們即

使受逼迫仍心中歡喜，因為能夠為祂受苦是一份無上光榮。腓立比書通常被稱為監獄書信，是保羅為福音的緣故

被囚禁時所寫的。保羅在信中形容自己是「在捆鎖之中」(腓1:7)，他也知道有些人傳福音是「出於結黨，並不

誠實，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腓1:17)，「與基督一同受苦」(腓3:10)，然而「喜樂」及相關的字詞在信

中卻出現16次之多。保羅因為傳福音被人誣告，受盡各樣的苦， 面對種種患難，他的心裏仍充滿喜樂，因相信那

位動了善工的神，不只在他身上，也必會在信徒群體中成就神的工作。

最後和大家分享一個見證。1989年馬尼拉全球第2屆洛桑福音大會上，一位同工分享他因為傳道被囚18年，被

安排在勞改營服刑，又被派去最骯髒的糞池工作。糞池又髒又臭，基本上看守的人都不會去巡查。他獨自在那裏

多年，沒人的時候，他大聲背誦經文，並唱他喜愛的聖詩《在花園裏》，因為他與主有親密的關係，縱使為主受

苦，心裏仍充滿喜樂，糞池在他心目中實在與有主同在的花園無異。

結語
喜樂是從神而來，唯有親近神才有真正的喜樂。我們也要思想，在服事中是否有好像保羅那份喜樂，甚至是

為福音受苦而喜樂呢？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要我們喜樂，但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時刻與主結連。如果你

是未認識主的，請認真考慮相信耶穌，因為主耶穌基督是唯一一位能讓我們的生命有喜樂──那並不是小小的喜

樂，而是可以滿足一生的大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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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樓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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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