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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十二月十一至十二日     周六崇拜：下午6:00  主日崇拜：上午8:30, 10:00 , 
11:45, 下午6:00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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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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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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lude in D Minor (Johann Pachelbel).......................譚浩文弟兄

                    (早、午)  Hark! I Hear the Harps Eternal (Gilbert M. Martin)............ 宋加恩姊妹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122首  虔誠敬拜（第1節）..............................詩      班

  凡有血氣皆當靜默，敬畏謙恭同肅立，莫想絲毫世俗事物，

  因主基督正臨格，親手施天福賜神恩，接受我們恭敬拜。阿們。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120首 榮耀君王來到..............................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陳   淳傳道   勞家怡傳道   馮淑冰傳道   方憬仁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六、清) Fantasia in G Minor (Johann Pachelbel).................譚浩文弟兄

                                             (早、午) To You, O Lord, I Call (Robert J. Powell)................宋加恩姊妹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信眾齊迎主降臨.............................. 會眾立唱

  主基督降臨  (曲：Patrick Appleford ©1962 Josef Weinberger Limited；中文譯詞：方兆雄，2020）

 (第一次詩班，第二次會眾加入) 

 主基督初次降臨──誕生在伯利恆。萬籟靜悄，太初真道蒞臨人類塵世；

 馬利亞深知道，牢記心中反覆思念：神子竟捨天家寶座，在她懷中安憩。 (間奏轉調)

 耶穌，至高的聖名 （世頌129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耶穌，至高的聖名，美麗的救主，榮耀之君。以馬內利，神與我同在，

 賜福救贖主，永生之道。（升調，重唱一次）（間奏轉調）

信眾齊到主前（歌曲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中文歌詞版權屬浩聲

                        讚祂詠團所有。)

 1. 信眾齊到主前，高唱凱歌歡欣，信眾齊來邁向美哉伯利恆。

     心意盡獻奉，聖嬰降生為王，（副歌） 

 2. 看！榮美天庭，天使和唱高聲，啊！聽屬神萬眾天軍歡呼讚美，

     璀璨萬世代，至高永生父神！（副歌）  

 3. 看！純潔嬰孩，卑降世間新生，世界萬民頌讚救主衷心敬拜！

     真理耀遠近， 尺軀載真來臨。（副歌）（間奏轉調）

 (副歌) 信眾伏拜稱讚揚，謙恭同詠天恩深，感恩歡呼讚頌主基督降世！ 

 主基督降臨

 主基督將要再來──乘著雲彩降臨，祂的話語勝似寶劍，能刺入與剖開、

 分辨靈魂心意，迎接得救贖的眾民。願主基督祢快來臨！全地和應：「阿們！」

 （詩班）願主基督祢快來臨！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賽12:2-6...........鄭百翔弟兄   區鶴文弟兄   劉永彪弟兄   陳宇寧姊妹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陳梅珍姊妹   林英偉弟兄   張達賢弟兄   莊英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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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ing for Bethlehem's Light  少年詩班
差傳獻金   Mission Fund(黃袋) .................................(讚美詩) Doxology ...................................會眾立唱
獻      詩   Anthem ............................................Let There Be Light............................................ 詩     班

                   曲：Bill Wolaver，詞：Turner Lawton and Robin Wolaver，編：Tom Fettke © 1993 Van Ness Press, Inc.；意譯：劉偉炳
                The ancient world lay restless as darkness ruled the land; Centuries of silence past
                awaiting God’s great plan. The coming of Messiah for years they had prepared;
               At last it came, the night of nights and God decl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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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明祝弟兄    黃念郇弟兄 梁崇安弟兄
指揮：方兆雄牧師   方兆雄牧師    方兆雄牧師 方兆雄牧師
風琴：譚浩文弟兄   譚浩文弟兄    宋加恩姊妹 宋加恩姊妹
伴奏：宋加恩姊妹   宋加恩姊妹    鄧梓晞姊妹 蕭碧蕊姊妹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月詩簡介



               Chorus: Let there be light, Emmanuel was born; The dawn of hope, Bethlehem’s
                           brightest morn. The darkness had been broken by a newborn baby’s cry.
                           Ringing through the night, Let there be light.
               The Word of God has spoken as at the dawn of time; Bringing news of greatest joy, 
               Goodwill to all mankind. Jesus, Son of David has crushed the serpent’s head.
               Darkness now no longer reigns for God has said: (Chorus)
               Morning Star that shines so bright; Morning Star shine on us. (Chorus)

               舊日世界惴惴不安，黑暗遍蓋全地；萬眾期待多年，等候上帝大能計劃展開。

               他們殷勤預備彌賽亞救主降世；時候終到，在最黑暗夜裡，上帝宣告：

               副歌：「要有光！」以馬內利降生。希望的黎明，伯利恆最光輝早晨；

                        這新生嬰孩哭聲劃破黑夜，黑暗裡迴響，「要有光！」

               上帝的道起初已顯明，帶來大喜信息，地上平安賜予人；

               大衛的子孫耶穌打碎了蛇的頭，黑暗不再管轄世界，因上帝說：(副歌)

               明亮晨星燦爛光明，明亮晨星照耀我們。(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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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夜半靈歌 (徒16:16-40).....................................曹偉彤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325首 我知所信的是誰................................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陳   淳傳道   勞家怡傳道   馮淑冰傳道   方憬仁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165首 求主進入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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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清) Toccata in F Major (Johann Pachelbel)...................... 眾      坐

                                (早、午) The King Shall Come When Morning Da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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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文菁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鍾志賢 黃日東                 
主日早堂  魏文俊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馮潔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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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n. Daniel S.  
Title: Who missed out on Christmas             
Presider: Ms. Christina Peistrup
Hymn leader: Mr. Ernie Tam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劉銳鋒傳道    講題：神所喜悅的服事(羅12:1-8) 
主席：李雅詠傳道    領詩：卞星們弟兄         司琴：高文淑姊妹

11:45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黃榮基傳道    講題：期待拯救與公義的來臨(賽61:1-11)      主席：馮淑冰傳道    
          司琴：徐寶頤姊妹    讀經：周海棠弟兄   奉獻祈禱：范煥珍姊妹    司事：以諾成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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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

主日清早堂           420          

主日早堂              758        

主日午堂              602      

主日晚堂                40            

普通話崇拜             58

兒童崇拜              128

English Worship       51 

    每 日 讀 經 圖書館：第四季「樂享閱讀」書籍推介

 
 (日)  路加福音       二1-7

 (一)  路加福音       二8-20

 (二)  路加福音       二21-35

 (三)  路加福音       二36-40

 (四)  路加福音       二41-52  

 (五)  路加福音       三1-17

 (六)  路加福音       三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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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1256

92

141

25

13

-

108

40

-

43線上崇拜瀏覽
總人數1886(截至7/12)

兒童線上崇拜瀏覽
人數755(截至7/12)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實體崇拜總人數 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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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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祈禱會(15/12周三)
早上9時，晚上7時半(大禮堂) 

負責同工：張志堂傳道

查考經文：路2:36-40

上周出席 (早) 56人   (晚) 96人

線上瀏覽人數547 (截至7/12)

建堂代禱事項
◆ 求天父賜我們有合一的心，讓各人都專心仰

望救主耶穌基督，並謙卑謹慎的跟隨聖靈的

帶領。開我們的心、眼和意念，在建堂或擴

展教會地方使用上都有從祢而來的智慧，各

人用上頭賜下的恩賜，小心完成衆人看為美

的事情。教導我們城浸家各肢體先求神的國

和神的義，這些東西主必給我們成就！使蒙

恩的教會能榮耀祢的名，作美好的見證。

◆ 建堂委員會現正計劃，加快進度提交政府要

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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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車會友注意
◆ 因12月17日(五)整天本教會舉行聚會，地庫停

車場暫停泊車服務，不便之處，敬希見諒。

聯合浸禮班
2022年「聯合浸禮班」第一期將於1月15日開

課，參加者可選擇周六下午2-3時半或主日上午

10-11時半或中午12時-下午1時半。請即向所屬

成長班或牧養單位的傳道同工索取報名表。

差會代禱事項
扶貧事工
今年東亞西北地區的天氣出現反常，多處地方

暴雨、冰雹成災，加上降雪天氣提早到來，農

作物收成大受影響，偏遠山區的貧困家庭更顯

艱苦！願主憐憫保護他們，在嚴冬裡吃得飽、

穿得暖、家裡有足夠的供暖設備。願主加力給

當地教會，做好扶貧工作，探訪和關心有需要

的家庭，讓他們經歷主的慈愛和同在，平安渡

過寒冬。 

會聞
◆會友交流會謹定於12月12日(本主日)下午3時

至4時30分在大禮堂舉行，會友可就(1)教會

的傳道和社關策略，(2)建堂路向，(3)聘請主

任牧師等議題互相交流，同心禱告。

◆謹定於12月23及24日(禮拜四及五)晚上八時

在教會大禮堂舉行聖誕音樂崇拜，12月24日

設網上轉播。12月23日設手語即時傳譯；兩

天均設英語、普通話即時傳譯。

◆12月25日(禮拜六)的聖誕崇拜將與周六晚堂

崇拜合併於晚上六時在教會大禮堂進行，同

步在教會臉書直播，12月26日(主日)各堂崇

拜照常進行，信息與聖誕崇拜相同；聖誕浸

禮謹定於12月25日(周六晚堂)、12月26日

(主日午堂及晚堂)以及12月27日(早上10時

30分)進行；嬰孩奉獻禮則於12月25日(周六

晚堂)及12月26日(主日午堂)進行；聖誕感恩

聚餐延至明年舉行。。

◆12月29日(禮拜三)的禱告讚美會(上午及晚上)

將合併於上午九時正在教會大禮堂進行，同

步在教會臉書直播，敬希垂注！

◆2021年年終感恩崇拜及年終大會謹定於12月

29日(禮拜三)晚上七時半在本教會大禮堂舉

行。敬請會友攜帶會友證依時出席，參加崇

拜、議事及選舉部員。年終大會後，隨即舉

行十二月會友月會，請會友留步同商會務，

共建神家。 

十二月聚會一覽
23-24/12   

晚上七時半   聖誕兒童佈道會

晚上八時      聖誕音樂崇拜

25/12       

晚上六時      周六晚堂崇拜 (聖誕信息)

                  浸禮、嬰孩奉獻禮

26/12      

清、早堂     主日崇拜 (聖誕信息)

午堂           主日崇拜 (聖誕信息)

                 浸禮、嬰孩奉獻禮

晚上六時     主日晚堂崇拜、浸禮

27/12

上午十時半   聖誕浸禮崇拜

29/12

晚上七時半  年終大會─崇拜、議事、選舉

晚上八時半  月會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worship at 10:00am every 
Sunday in B01, Basement. 
19 Dec 2021(Sun)
Title: The star leads to the birthplace of 
        the Messiah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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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優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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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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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餘4-6人(延遲截止報名至12月19日)
請到會友服務處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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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于謙宣教士差遣禮
日期：2022年1月9日（主日）

時間：下午3:00

地點：大禮堂
歡迎大家踴躍參與，同頌主恩，支持普世
宣教！

傳道部福音活動組
「輕談生命導賞行」第二期導賞員訓練
課堂日期：2022年1月4日(禮拜二)

時間：晚上8:00-9:30 (六樓禮堂)

內容：導賞員的基本技巧，講解主題路線及不

同植物介紹，透過適切的分享和問題，

營造佈道契機，帶領參與者思考人生。

行山實習：1月8、15、22日(禮拜六上午9:30)

對象：成長班職員或想以行山作友誼佈道的弟

兄姊妹

體力要求：至少行2.5小時(包括上落斜路及不

平石級)

人數：30人(先報先得，費用全免，須甄選)

截止：2021年12月22日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葉長寶同工(電話:27674326) 網上報名

傳道部個人佈道
招募「啟德、樂富、龍翔」探訪義工及街佈員
服務對象：啟德、樂富、龍翔獨居長者

活動形式：三位義工一組，恆常於每月第一個

主日，下午到啟德區探訪長者，以

愛心關懷與長者建立關係

招募對象：已受浸基督徒，曾接受佈道訓練為

佳，願意最少委身一年於長者探訪

事工

開始事奉：2022年1月「第一主日」個佈出隊
報名表電郵cpyip@baptist.org.hk、或致電 
27674326聯絡葉長寶同工

啟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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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日 (主日)

集合時間：下午2:30

截止報名：12月19日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葉長寶同工(電話27674326)
網上報名

「樂享聖筵—與耶穌深度行」
(基督是主，與己與人結連)
2022年「樂享聖筵」記錄咭已隨附於本週崇拜

程序表內，另備有電子版pdf檔可供會眾下載使

用。參與者須填妥記錄咭，立願在來年度穩定

地作每天的個人靈修，持續與神結連。按季完

成要求的參與者，可自行在記錄咭上加蓋由本

會提供之特定印章以作記錄。憑蓋

滿四季印章的記錄咭，即可換領

禮品乙份，以資鼓勵及留念。

查詢請與曾智聰牧師聯絡(電話:27674309)



凡事謝恩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帖前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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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5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方兆雄牧師 記錄：黃嘉馨姊妹

引言
我早前曾與大家講解「要常常喜樂」(5:16)，上星期梁明財牧師談到「不住地禱告」(5:17)，而今天會和大

家思想「凡事謝恩」(5:18)。你是一位「凡事謝恩」的人嗎？我們首先要從聖經理解其意思，接着從三方面思考

如何實踐。

凡事謝恩
與「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一樣，保羅仍是以一個命令的方式去吩咐信徒要「凡事謝恩」，這既是吩咐、

命令，也是行動。「謝恩」原文是eucharisteo，這個字是由兩個字根組成。中間charis是「恩典、恩惠、恩

慈」的意思(charity慈善便是從這裏演變出來)，而eu是「好」的意思。例如在安息禮中關於安息者的頌詞eu-

logy，便是由希臘文根源的eu (好)和logos (話語、說話) 所組成，而eucharisteo是表達了當人領受了他人的恩

惠，而向對方示好──就是日常中「感謝」的意思。

在中文聖經裏，主耶穌祈禱時常用這動詞向父神表達感謝，比較多出現是在他擘餅時──不論是在馬太、馬

可福音記載主耶穌以七個餅、幾條小魚讓四千人吃飽的神蹟，或是在約翰福音所記載的五餅二魚、讓五千人吃飽

並剩下十二籃食物的神蹟，都提到我們的主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分給各人。當然更明顯的，就是主耶穌

設立主餐：拿起餅、杯，「祝謝了」，遞給門徒。另外，在約翰福音記載，主吩咐死了的拉撒路復活之前，主耶

穌舉目望天，說：「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約11:41)當主耶穌知道父上帝賜下恩典，並透過祂

去傳遞恩典之時，主耶穌也向父神感謝，eucharisteo。 

在保羅書信中，「謝恩、感謝」多指向信徒因為信靠主耶穌而得着救恩、得着新的生命；信徒行事為人見證

主耶穌基督，保羅因此為信徒、教會而感謝神，如羅1:8「我靠着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神……」，林

前1:4更深入說：「我常為你們感謝(eucharisteo)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惠(charis)……」

在保羅眼中，為信徒感謝神，必然與主耶穌基督有關，或是藉主賜下的救恩、永生，或是在生活上經歷到主基督

的保守、恩惠。

舊約聖經的希伯來文也有相同的觀念(todah)，但多數與獻祭有關，例如詩50篇讓我們看到感恩與神的恩典之

關連，詩人以上主的角度去向神自己的子民呼籲、宣告：「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神」(14)，「凡以感謝獻上為

祭的便是榮耀我」(23)。當我們向神表達感謝之時，就是神所悅納的祭，是榮耀神的舉動。我們可以從三方面思

想如何實踐。

為何要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5:18下)，「因為」二字正說明了凡事謝恩的原因──

這是神向祂的子民所定的旨意。在生命中有不少事情我們很想求問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例如升學、移民、工

作、婚姻和求醫等，這些個別事情或許影響重大，尋求神的指引是重要的。但這節經文卻進一步提醒當時的信

徒，也提醒今天的我們，神的旨意更是要祂的子民活出一些超越性的特質：就是我們在人生任何境況當中(不管

順逆、清晰或迷惘)，都能「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保羅教導我們，這是神「在主耶穌基督裏」所

定的旨意，就是耶穌基督成就的救恩──祂原本是無罪的，卻願意承擔世人的罪債，在十字架上犧牲，勝過死亡

並復活，讓所有信靠祂的人都能與神和好，成為神國的子民。我們是屬於主耶穌基督的群體，生命與主耶穌基督

結連，神期望我們在生活上遵行祂的旨意。

在聖經中，我們看到神期望人向祂感恩。剛才提到詩50篇，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神。路17:12-19記

載耶穌醫治好了十個長大痲瘋的人，可是只有一個摻雜了外邦信仰的外族人回來感謝祂。其餘那九個人得了幫助

後便忘記了耶穌，可見他們只把尋求耶穌醫治當作一宗交易。也許他們認為耶穌的醫治並不是很大的恩典，所以

病癒後便忘記主，繼續本來的生活，沒有歸榮耀給神。因此，他們得到的只是肉身上的醫治，但那位撒馬利亞人

經歷過神的恩典，也懂得向神感恩並歸榮耀給神，所以主說：「你的信救了你了。」他所得到的是生命的醫治。

成為凡事謝恩的人 
剛才的經文教我們不要成為不懂得向神謝恩的人。那九個人雖然得到醫治，但對他們的生命、與神的關係並



沒有幫助，在他們眼中，耶穌只不過是幫助他們渡過了難關，很可惜他們得不到真正豐盛的恩典。不懂謝恩的人

會覺得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獨到的眼光或過人的智慧，以致得到世上的成就，他們認為有沒有神都沒有分

別；再者，他們會瞧不起其他人，自高自大，或者只是口頭上「感謝神」。路18:10-14記載主耶穌基督設了一個

比喻來教訓人，我相信祂是根據真人真事的觀察：「有兩個人上殿裏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法

利賽人站著，自言自語地禱告說：『神啊，我感謝(eucharisteo)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

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稅吏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

胸說：『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這法利賽人向神感

恩，但為何他的祈禱卻沒有被主耶穌接納呢？因為他口說感謝神，但實際上卻沒有向神存感恩的心，他一心只想

肯定自己的功德，正如路加所記載：耶穌向那些仗着自己是「義人」卻藐視別人的人，作一個針對性的教導。

如何才能成為凡事謝恩的人，以致我們行在神的心意當中呢？我們需要認定：恩典源自神。不論是「感恩」

還是「謝恩」，當中我們要感謝的，就是神所賜給我們莫大的恩典(charis)，這是源自那位創天造地的神，也是

拯救我們、賜予生命的神。舊約聖經記載一位人物約伯，在生命經歷所有財產被人搶去、子女全都罹難之時，他

極度難過卻伏地下拜，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

名是應當稱頌的。」(伯1:21)我在澳洲認識一對夫婦，他們在教會熱心事奉，家庭美滿。後來妻子再懷孕，小朋

友的身體有點問題，在照顧上很費心力。然而，這位弟兄卻分享說：「神所賜的，難道好的才要，不好的就不要

嗎？」他所表現出對恩典的理解，以及對神的信靠，到現在仍深印我心。在城浸家，我們都親眼看見弟兄姊妹經

歷艱難；教會、社會以及世界都在困境之中，我們的力量有限，而問題卻未必會以我們期望的方式得到解決，不

過，我仍希望透過弟兄姊妹的愛心、互相幫助、祈禱和扶持，讓我們在困境中、或是經歷失去的傷痛之中，仍看

見神所賜的恩典。

在保羅眼中，我們「得救是本乎恩(charis)，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弗2:8)信

徒能夠有堅貞的信心、愛心、對永恆的盼望，是因為我們在生命中與主基督結連，這並不是出於我們自己，而

是「在基督裏」才能擁有的。相反，有些人「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

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羅1:21)弟兄姊妹，我們要活在神的恩典當中，更要成為凡事謝恩的人。

怎樣向神表達感恩
(1)為自己感恩──反思、數算恩典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篇》)我

們可以參考這模式，但焦點卻不在自己，而是每天數算神在自己身上的恩典──我今天所作的事上有沒有經歷神

的恩典呢？和人相處上怎樣經歷神的恩典呢？神今天給予我甚麼機會實踐並與人分享祂的恩典呢？神的恩典有時

可以只是日常小事，然而我們卻不要因為事小而不感謝神。弟兄姊妹，請不要因為恩典好像很少而忘記向神感

恩，也不要認為經歷了「大生大死」之事才值得向神感恩。

(2)為他人感恩──聆聽、感恩代禱
我聽過一句說話，意思是：「憂傷、重擔，越分享便會越輕省；喜樂、恩典，越分享便會越增多。」我們與

神結連之外，與人結連的目的，也是希望彼此分享從神而來的恩典，讓我們更懂得向神感恩。我們能夠為他人感

恩，是因為恩典源自神，神賜下的有普及的恩典──祂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我們要為他人感恩，不一

定是因為對方也是基督徒。例如，未信的親友病癒後，按他們的真誠認知，是因為走運或醫生的好技術等，但這

也無礙我們或明或暗地為他感謝神，向他提及值得感恩的事，也祈禱求神讓他因這經歷反思生命，有機會認識生

命的真相、聽福音認識耶穌。

(3)投入向神謝恩的群體
至於教會群體怎樣一同向主表達感恩呢？同守主餐就是一起表達感恩的機會。我們對主餐的理解，最基本

要知道這是主耶穌所設立，並吩咐信徒去遵守，藉以記念祂為我們成就救恩；另外，主餐也是表現屬神的團契

(holy communion)，信徒透過一起領受主的餅與杯，實現在主內合一。我們較少提及的，就是主餐亦是信徒群體

表達感恩(thanksgiving)的時刻──在路加福音的主餐記載，主為杯祝謝，也為餅祝謝(路22:17,19)，這也是保

羅教導信徒守主餐時其中一個重要字眼(林前11:24)。天父所賜的，我們當以感謝的心領受，而祝謝的希臘原文

eucharisteo，也就是帖前5:18的「謝恩」。禮儀教會多以Eucharist來形容主餐，就是取其感恩之意作為禮儀重

點。本主日也是我們同守主餐的日子，就讓我們一起以向神謝恩的角度，去同心領受餅和杯。

結語
今天，我和大家講解了在聖經中向神謝恩、向神表達感恩的意思。也和大家思想為何我們要凡事謝恩；怎樣

才能成為一個凡事謝恩的人(和群體)；最後，我們可以和應該怎樣向神表達感恩。請嘗試在本週內，每天至少數

算一件為自己、為他人、為教會感恩的事。希望「凡事謝恩」不是口號，而是令你時刻想起神的恩典，更是與神

結連生命的真實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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