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亞皆老街206號　 

電話：2713 5111 / 2711 2434       傳真：2761 0533

差會直線：2246 7656         輔導室直線：2760 0102

外展中心：2713 3662(九龍太子道379號)

本會網址：http://www.baptist.org.hk

電子郵箱：kcbc@baptist.org.hk

facebook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差會牧師：	林少琼		

差會傳道：	梁素梅	 羅明遠		陳		霖

洪佩茜	 姚禧嘉		林于謙

張明珠*		葉小賢*

*部分時間	#休假進修			

二○二二年一月八至九日 周六崇拜：下午6:00		主日崇拜：上午8:30, 10:00 , 
11:45, 下午6:00																																																	

耶和華啊，請說，僕人敬聽。(撒上3:9下)

主任牧師行政助理：林靜霞

音樂訓練幹事︰黃念郇

會務組︰曹偉彤(組長/特約顧問)	方兆雄(副組長/聖樂主任)	梁明財(義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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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師︰徐子恩		曾智聰

傳　　道：	陳沛偉#	陳詠恩		勞家怡		馮慧敏	 鍾志賢	

李潔珍		陳		淳		饒偉利		李嘉焯	 馮潔儀

李雅詠		張志堂		陳小玲		黃榮基		朱在慈		

劉銳鋒	 明頌恩		魏文俊		曹啟明		陳婥芬		

李美儀	 吳家祺		謝仲軒		方憬仁		鍾家威

盧雪心		麥子穎		黃		韵		柯秀鳳*	葉嘉慧*	

馮淑冰*	潘佩施*

幹　　事：高葆華	 葉長寶		梁順江		謝慧莉		李美兒



序      樂 Prelude.....................(六) Prelude in A Major (Johann Pachelbel)...........................譚浩文弟兄

                                          (清、早、午) Trust and Obey (Robert J. Powell)........................ 洪   彥弟兄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547首 主在我們中間.................................... 詩      班

  主在我們中間顯復活權柄，願此刻之崇拜歸我主為聖。阿們。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260首  榮耀全歸至高真神..........................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梁素梅傳道   黃榮基傳道   羅明遠傳道   張志堂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六) Menuetto (G. F. Handel)...............................譚浩文弟兄                               

                        (清、早、午) Meditation on "Beautiful Savior" (Anthony Giamanco)............洪   彥弟兄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耶穌聖名......................................會眾立唱

  主名甘美  (頌主新歌175首第1、5節，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天上、人間更有何名如此甘美而可愛？惟主耶穌尚未降生，名已從天報下來。（副歌）

 2. 靠主耶穌無比聖名求神恩必蒙垂憐；昨日、今日直到永恆，主耶穌永不改變。(副歌)（間奏）

 (副歌) 願向我王擁戴歡呼，歌頌神子主耶穌；天上、人間更有何名甘美可愛像耶穌。 

因著耶穌聖名（曲：Cindy Berry © 1985 Fourth Day Publishing, assigned to Word Music；中譯：張美萍 )

 因著耶穌聖名，因著耶穌聖名，一切天上人間的，齊向祂屈膝。(唱兩次) 

 都向耶穌屈膝，都口稱基督是主，耶穌基督是主。 

 賀祂為王 (世紀頌讚96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大哉、聖哉耶穌之名，天上萬軍頌揚，天上萬軍頌揚，奉獻冠冕極其光榮，（副歌）

 2.天上、地下聞主尊名，應該敬畏頌揚，應該敬畏頌揚，萬膝跪拜萬口歌唱，(副歌) (間奏升調）

 3.願與聖徒匯集天上，在主面前伏拜，在主面前伏拜，永恆樂歌同聲高唱，（副歌）

 (副歌) 慶賀祂，賀祂，賀祂，賀祂，慶賀祂為君王。

 (詩班) 賀祂，賀祂，慶賀祂為君王。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路 3:15-17,21-22.....羅榮方弟兄   方紫雲姊妹   梁金雄弟兄   吳傳坤弟兄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蕭立橋姊妹   黃嘉馨姊妹   張文富弟兄   陳宇寧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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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Our Time Is Miserable (Johann Pachelbel)

                        (清、早、午) Of the Father's Love Begotten (Daniel E. Gawth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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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詩   Anthem ..................................................主的靈充滿我心.............................................. 詩     班

                                                                                                                       曲、詞：楊伯倫

                 1. 求主的靈與我同在，好讓我的心充滿祢的愛，叫我忘卻世上虛榮，叫我忘卻人間悲哀。

     在主裡面我將坦然無懼，我已敞開心門好讓主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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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樂堃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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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   彥弟兄    洪   彥弟兄 洪   彥弟兄
伴奏：宋加恩姊妹   趙彥文弟兄    宋加恩姊妹 吳凱瑜姊妹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2. 懇求聖靈如鴿降臨，使我能夠獲得新生命。洗滌我心使我離罪，與主偕行永遠跟隨。

     在主裡面我將坦然無懼，我已敞開心門好讓主進來。

 3. 神聖的靈懇求降臨，無比光明，照亮我的心。救主宏恩，如同聖火，

                    至聖至善慰我心靈。在主裡面我將享平安。主的喜樂充滿我心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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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從箴言學習「與人結連」(箴 25:8-10).........................梁明財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 ............................世頌459首 以愛相連 (第 1-3 節)..........................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梁素梅傳道   黃榮基傳道   羅明遠傳道   張志堂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249首 願主向我吹氣....................................會眾立唱

祝      福   Benediction...............................................................................................................梁明財牧師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世頌564首 祝福頌....................................會眾立唱

     願主天天常與你同在；當你禱告，主恩環繞你，無論何時何地願主大能保護你，

                 願你常行在主愛的光中。

殿      樂   Postlude.................................. (六) Voluntary in A Minor (J. James)................................ 眾      坐

                               (清、早、午) For All the Saints (Stephen Burtonwood)

                                             

                                                         ** 會眾靜坐　默禱散會 **

 當值同工 投影員       即時傳譯(手語)
周六晚堂  吳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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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小玲 黃日東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盧雪心傳道    講題：困惑裡的信靠(創24:1-9)                     主席：葉小賢傳道    
          司琴：蕭碧茹姊妹    讀經：劉文輝弟兄    奉獻祈禱：陳梅芳姊妹    司事：耶利米成長班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Tired of being tired?             
Presider: Ms. Christina Peistrup
Hymn leader: Mr. Bryan Wong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劉銳鋒傳道     講題：生命之道(約壹1:1-4) 
主席：沈紹麗姊妹     領詩：卞星們弟兄       司琴：徐寶頤姊妹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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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   English Youth  Sunday School
   午堂崇拜、兒童崇拜
          普通話崇拜
          各級成長班
          English Adult/
            University Bible Study

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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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五

下午   7:30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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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堂詩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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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崇拜、星兒學園
                 木管樂組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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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一、三周周五

下午 2:00  以斯帖女傳道會

               哈拿女傳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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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主日清早堂           432          

主日早堂              740        

主日午堂              776      

主日晚堂                45            

普通話崇拜             60

兒童崇拜               135

English	Worship       53 

	 	 	 	 每 日 讀 經 崇拜守則

 
 (日)  士師記       四11-24

 (一)  士師記       五1-18

 (二)  士師記       五19-31

 (三)  士師記       六1-10

 (四)  士師記       六11-32  

 (五)  士師記       六33-七18

 (六)  士師記       七19-八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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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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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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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兒學園

※1078

※1374

70

33

13

-

-

-

-

35

7

線上崇拜瀏覽
總人數2015(截至4/1)

兒童線上崇拜瀏覽
人數566(截至4/1)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實體崇拜總人數	2842



2 0 2 2 年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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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祈禱會(12/1周三)
早上9時，晚上7時半(大禮堂) 

負責同工：馬穎儀牧師

差傳分享：本地差傳歷史

上周出席 (早) 44人   (晚) 188人

線上瀏覽人數916 (截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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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
1. 網絡事工統籌幹事
專責協助策劃、推動和統籌教會的資訊網絡及

社交媒體的發展和應用，以促進福音和牧養

事工。大學畢業，具良好的語文和電腦操作

能力，善於溝通，具團隊合作精神，解困能力

強，有系統性思維。具相關工作歷練、有管理

和領導經驗者為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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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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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踏入新的一年，祈求神帶領「城浸」在擴堂

事上有所突破，我們同心合意在神面前祈

求，懇求天父垂聽我們的禱告，因為祢的意

念高過我們的意念，又讓我們有一顆順服的

心，全然倚靠主的帶領。

◆ 求主帶領建堂委員，早日完成交通評估的報

告及能與渠務署官員約見，以致能夠獲准許

改動地盤內部地下喉管，解決問題。

林于謙宣教士差遣禮
日期：1月9日（本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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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會代禱事項
◆ 為全球疫情能早日消退祈禱，好讓各地的差

傳事工和伙伴教會有較流暢和穩定的運作，

宣教士們能夠自由往來傳道。

◆ 為本差會在東南亞國家的宣教事工代禱，如

泰國、寮國及柬埔寨等國家，求主保守宣教

士和當地同工的身心靈健康、建立更強大和

同心的團隊，並能發展新的宣教平台，引領

更多人歸主及栽培他們成為傳福音的接棒

者。

會聞
◆ 謹定於2022年1月23日(主日)下午2時30

分在本教會大禮堂舉行全教會退修日，主

題︰「基督是主•與己與人結連(更與未信

者結連)」，由余德淳博士主領，鼓勵弟兄

姊妹踴躍出席。聚會後，請本教會十三部

部員及差會委員留步參與接續舉行的義工

退修日。

訃聞
◆ 劉陳玉岑姊妹已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

人。

「樂享聖筵—與耶穌深度行」
2021「與耶穌深度行」靈修計劃已圓滿結束，

大家請帶備靈修卡(已儲齊四個印章)前往會友服

務處提取小禮物以作鼓勵。盼望大家今年繼續

好好安排默想經文靈修的時間，與神建立更親

密的關係，與己與人更結連。

同工消息
1. 陳婥芬傳道由今年1月2日起放假至2月15

日，2月16日復工。

2. 陳沛偉傳道由今年1月4日起放假至3月8

日，3月9日復工。

3. 朱在慈傳道由今年1月4日起放假至8月31

日，9月1日復工。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worship at 10:00am every 
Sunday in B01, Basement. 
16 Jan 2022(Sun)
Title: Warnings are necessary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音樂部事奉／訓練樂組人員招募
宗旨：藉著詩歌榮耀神，以音樂的美和力量傳揚

福音信息，帶領會眾以音樂為祭獻給神。

1. 弦樂組(16歲以上)、少年弦樂組(8-16歲)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樂手、低音大提琴樂手

2. 少年詩班(中二至大專)：詩班員
查詢及報名，請致電27135111或

電郵yolandawsliu@baptist.org.hk

與音樂部廖姊妹聯絡。     詳情請掃描QR code

兒童詩班-新班員招募及舊班員註冊
日期：1月15, 22, 29日(禮拜六) 

練習時間：逢禮拜六下午2:30-3:30

對象：3-12歲本會會友或友會子弟

啟蒙(K1-K3/3-5歲) 203室

幼稚(P.1-P.3/ 6-8歲)303室

初級(P.4-F.1/9-12歲)302室

本地差傳歷史團─福臨香江陸路行
日期：2月18日(禮拜五)

時間：上午9:00-中午12:30

對象：35-65歲健步的本會會友(需要行斜路或

樓梯級，恆常出席成長班優先)

費用：$30 (不包括交通費，不設退款)

名額：15位(若人數超過15人，則以抽籤決定，

中籤者將獲電郵通知，並需付款作實)

集合地點：金鐘地鐵站B出口(地面)

截止報名：2月6日(主日)

查詢：馬穎儀牧師或鄺潔明同工

        (電話:22467656)
網上報名

婦女部2022「生活雅敘」第一擊
一個屬於姊妹的健康生活平台
日期：1月15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10:00-中午12:30

地點：地庫B01小禮堂

內容：女性皮膚護理、有機潤唇膏DIY

導師：潘燕嬋姊妹

收費：$60 (材料費) 名額：20位

截止：1月9日(主日)或額滿即止

查詢：張慰玲同工 (電話:27135111)
歡迎新朋友參加，請到會友服務處報名(參加
者請帶備一面座枱鏡子及一條洗面小毛巾)

四步研討查經
馬太福音及部分路加福音（下學期）
日期：2月15日至6月7日(逢禮拜二)

時間：上午10:00-12:00(早上班)

         下午7:30-9:30(晚上班)

對象：恆常出席成長班或女傳道會、慕道者(須

有推薦人)，並且有志深入查經及願意長

期參與者(須經面試)

要求：須完成每周功課及出席課堂

截止：1月15日

查詢：方憬仁傳道(電話:27674222)

備註：因疫情關係，維持網課形式。
餘額有限，報名從速！

網上報名

2022鄰舍宣教計劃 - 心靈驛站
日期：1月5日至3月30日 (逢禮拜三)

時間：中午12:00-下午2:00

地點：大禮堂

形式：開放大禮堂、播放詩歌，歡迎鄰近職場

人士，安靜默想
鼓勵弟兄姊妹邀請在教會附近工作的親友
參與。

傳道部個人佈道組消息
1. 個人佈道出隊日
日期：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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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佈道(九龍城、土瓜灣、啟德）

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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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月6日(主日)

集合時間：下午2:30

截止報名：1月23日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葉長寶同工(電話27674326)
網上報名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腓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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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方兆雄牧師 記錄：羅慕琳姊妹

前言
新一年的教會主題是：「基督是主，與己與人結連。」與人結連，在於讓人能夠透過我們認識主耶穌基督，

以致他們願意聽聞主耶穌為世人所成就的救恩，又因信靠祂得救並得着永恆而豐盛的生命；與己結連，在於需要

反省自己是否容易被世上各樣的事情所充塞而變得隨波逐流。我們實在要常常閱讀聖經，並以神的話語作標準，

然後檢視自己的生命。

書信背景
腓立比教會是怎樣建立的呢？在徒16:9，保羅看見馬其頓異象，「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

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於是，保羅就動身往腓立比去。使徒行傳介紹腓立比「就是馬

其頓這一方的頭一個城，也是羅馬的駐防城。」(徒16:12)在歷史上，腓立比並不是馬其頓省的首府，卻是當時

經濟和軍事的重鎮。保羅的宣教策略都是由大城市起首，以及首先在猶太人會堂傳道。而腓立比城比較特別，使

徒行傳記載保羅在安息日時出城到河邊一個祈禱的地方，反映了當地未有足夠的猶太人建立會堂。保羅找到一個

敬拜耶和華的祈禱群體，向他們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其中一位女商人呂底亞和她一家都信了主。在腓立比，保

羅和西拉因為趕鬼而被誣告下監，他們在獄中唱詩後出現神蹟，監門全開，他們帶領禁卒一家信主。呂底亞和禁

卒這兩個家庭就是腓立比教會的開始。當時大約是公元50年，5年後，保羅再路經腓立比(參徒20章)，相信也有

探望當地教會。而保羅之後再被囚，寫下監獄書信則大概在公元61年左右。

這書信的上款是：「在基督耶穌裏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v1)，這在保羅書信中是獨特的。

在其他達教會的書信中，上款止於「眾聖徒」，但在腓立比書卻提到諸位監督、執事，這反映了這間由兩個家庭

開始的教會，在十年間已發展得頗具規模，他們有領袖團隊，在領導、服事上有組織，並在宣教工作上大力支持

保羅。

保羅的感恩祈禱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v3)保羅時常記掛腓立比教會，每想起他們就為他們感謝神；經文還提

到：「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地祈求。」(v4)，保羅是滿心歡喜地為他們祈禱。大家平時祈

禱，除了為自己、家人祈禱外，也許會想起一些弟兄姊妹，並為他們的需要禱告或感恩，然而你多經歷歡歡喜喜

地祈求嗎？也許會有的，特別是當你經歷了一些很重要、很喜樂的事情(如自己或親人大學畢業、或家人朋友在

佈道會決志信主等)。除此之外，祈禱時雖然會有平安喜樂，但一般都是平靜含蓄的。為甚麼保羅每逢為腓立比

教會禱告時便會很喜樂、高興呢？

到底是甚麼事情讓保羅那麼振奮呢？原因就在第5節，因為腓立比教會「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原文的意

思是指在傳福音的事上一起搭檔，有同一心志、目標、一起去參與、一起努力。保羅為腓立比教會感恩以及歡喜

祈求的另一個原因也在第5節提及：「從頭一天直到如今……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即從教會成立開始，信徒

多年以來都是始終如一地興旺福音。當中可以看出他們不單只有熱心、動力，更可以看出他們在福音使命上的堅

持。這種堅持並不簡單，在啟2-3章，使徒約翰在異象中，受基督吩咐寫信給七個教會，他們各有困難，顯示了

要在福音的使命上堅持並不容易。所以，與神的關係十分重要，因為與神結連是所有事工、福音廣傳的基礎。正

如主耶穌基督在約15:5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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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在第6節提及：「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那一位，是指到神自己。保羅所看見的、為他們感恩的，不單是他

們的忠心和努力，而是看見神在信徒心中的工作。若非神當中的感動、引領，福音的事工是絕不會這樣興旺的。

神不單拯救我們，使我們因信神而被稱義，神在信徒成長、成聖的路上，更是一步一步的引領。信徒在當中要作

好自己的本份，尋求神的旨意、順服神的心意，並遵行主耶穌基督給予我們的使命。然而，真正讓人在信仰上成

長、成熟的，仍是神自己。正如林前3:6所言：「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神的引領不是



一時三刻的，而是「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v6)。這是指到將來，主耶穌實現祂的應許──基督要再臨地上，審

判所有活人死人，完全實現拯救計劃。

從這段經文，我們看到保羅為腓立比教會歡喜、感恩祈禱是因為他們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保羅感恩神在信徒

的心中作工，信徒亦忠心地從第一天直到如今堅守福音的使命。

反思與立志
(1) 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
教會內要同心合意並不容易，是需要經營的。「與人結連」對內是要建立弟兄姊妹的關係，在疫情下雖有若

干限制，不能如以往一樣可以自由地舉辦大型愛筵相聚相交，但同時也促成以小組形式深入的分享和祈禱。當缺

少了面對面溝通的機會，人與人之間或許較易有誤會，因而影響關係，保羅在弗4:2-3提醒我們：「凡事謙虛、

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對外方面，教會要興旺福音亦需要把握機會外展。「與人結連」需要各式各樣的探訪，而新成立的「九龍城

社會服務處」正好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機會。在疫情下，我們不一定要見面才能夠表達關懷，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接觸街坊或商戶，讓社區知道我們對他們的關心以及代禱。

而教會要興旺福音也需要堅持，正如使徒保羅所欣賞的腓立比教會一樣。我們城浸也有如雲彩般的見證人，

這20多年間，城浸在福音以及牧養上都蒙神大大的使用。我們並不是要懷緬過去的光輝歲月，而是要從先賢身上

學習──他們如何經歷神恩典的見證給予了我們鼓勵和啟發。不同時代自有不同的困難，前人怎樣見證、經歷神

的恩典，靠主經過亦會成為我們的鼓勵。已故主任牧師張慕皚牧師曾經說過：「最重要是傳福音，有機會就要

傳」，希望這也成為我們今天的鼓勵。

(2) 深信神在人心中動工
我們要同心合意興旺福音、要堅持，這些都是我們的本份，是神的吩咐；但正如保羅的感恩祈禱間接地提

醒，這是神在我們心中動工，也是祂按自己的旨意去完成，我們是與神同工，參與、並配合神的工作。我們深信

神必完成祂的工作，當中有兩方面的重要性。第一，免得我們自誇，以為城浸的事工辦得有聲有色，一定是因為

個人的努力、獨到眼光、聰明才智等等……我們要避免有這樣的想法，事實上是神感動人並賜能力給人參與其

中；彼此支持鼓勵、欣賞是好的，但不能為自己的「功勞」而誇口，反而應該常存感恩的心。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深信神必完成祂的工作，那麼便會有耐心及勇氣去做正確但短時間內未必有果效的事

情，例如社區探訪、差傳等。在福音硬土上傳福音、作見證是非常困難的，或是因為法律，或是因為文化差異太

大，在這些情況下，我們需要耐心堅持，散播福音的種子，期待神在某時某刻讓這些種子生長，然後成為多人的

祝福。然而，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傳福音也有機會遇到阻撓。就像保羅提醒提摩太一樣：「我為這福音受苦難，

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提後2:9)我們深信神必有祂的時間和方法去完成祂的工

作。我們在祈禱裏也要記念不同地方的福音工作，並且在充滿憂慮、失去盼望的時代，人能夠認識耶穌並得着豐

盛的生命。

(3) 時刻為教會祈禱
在腓立比教會的興旺當中，我們看見弟兄姊妹熱心、同心地興旺福音後，當然很想去學效，希望能重燃對傳

福音的熱誠，但同時又明白這不是靠我們的能力，而是神在人心中作工，神也必會完成這工作。然而，我們也不

要忽略一個很重要的事實──保羅時常記掛腓立比教會，為他們感恩、為他們祈禱。腓立比教會的興旺，是因為

有人時刻祈禱支持、為他們守望和感恩，以致成為腓立比教會在屬靈上的支援，甚至是動力。

今天教會需要復興、需要興旺福音，同時需要弟兄姊妹在祈禱上下功夫。我們各樣的事工很多，查經亦很

多，但是祈禱相對比較少。2009年出版的《城浸70周年紀念特刊》裏，謝榮真姑娘接受訪問時年事已高，身體十

分虛弱，要坐輪椅。文中提到謝姑娘幾十年來奉行一句格言：「不讀聖經就莫吃早餐」。謝姑娘心中有一張長長

的代禱名單，她行動不便、常常躺在床上，於是閉眼為許許多多人代禱，令各人在艱難的環境中能聽神的道，敬

畏、依靠、順服神。這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城浸家有很多的聚會和活動，但同時需要很多祈禱精兵、勇士在屬靈

上支援弟兄姊妹、部員、導師，同工和傳道牧者。假如我們都好像保羅和謝姑娘一樣的關心教會，即使行動不便

也時常為弟兄姊妹祈禱守望，城浸才能蒙神重用，並成為一間「從頭一天直到如今」、「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

的教會。

結語
在保羅這書信的提醒後，於新的一年，「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是否已成為我們自己以及教會的目標呢？雖

然時代不同，但我們仍要保守這份傳福音的心志，在行動上積極的參與、在祈禱上忠心的支持。但願城浸在2022

年能成為興旺福音的教會。


	20220109本部周刊
	20220109會訊
	20220102講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