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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年四月十六至十七日 周六崇拜：下午6:00  主日崇拜：上午8:30, 10:00 ,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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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牧師行政助理：林靜霞

音樂訓練幹事︰黃念郇

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上16:7下)  



序      樂 Prelude............................Toccata on "Maccabeus" (Gordon Young)...........................司      琴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202首 榮耀歸基督.................................. 會      眾

開會祈禱 Invocation....................................................................................................................主      席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擁戴主為王................................... 會      眾

  來擁戴主為王  (頌主新歌191首 第1, 2, 4節，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來擁戴主為王！寶座聖羔無雙！試聽天上歌聲洋洋，好音掩壓群響；

     我心醒來同唱，頌主洪恩浩蕩；歡呼主為獨一真宰，千秋萬歲無疆！

 2. 來擁戴主為王！祂有不朽永生，擊敗陰間，復活得勝，信徒乃脫驚恐； 

     主今升上天庭，我眾頌其尊榮；藉主捨命，死權倒傾，聖民樂享安寧。(間奏升調) 

 3. 來擁戴主為王！祂有慈愛無量；手、足、肋旁昔被創傷，在天今顯輝煌；

     榮美發出光芒；天使伏拜頌揚，諦視驚喜，讚其超奇，奧秘不可測想。(間奏轉調)

祂已被尊崇 （世頌221首，中文譯作版權屬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1990，浸信會出版社(國際)

                     有限公司蒙許可使用。)

 祂已被尊崇，祂名稱為至高君王，我要讚美祂，

 祂已被尊崇，祂作王到永遠，來讚美祂聖名！ 

 祂已作王，祂真理永遠掌權，天上地下，歡呼頌揚祂聖名。

 祂已被尊崇，祂名稱為至高君王。 (升調) (重唱) (間奏轉調)

 我尊崇祢 (世頌22首，中文譯作版權屬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1987，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蒙許可使用。)

 主耶和華祢至高超乎全地，祢已被尊崇遠超萬神之上，

 主耶和華祢至高超乎全地，祢已被尊崇遠超萬神之上。

 我尊崇祢，我尊崇祢，我尊崇祢，啊！主。

 我尊崇祢，我尊崇祢，我尊崇祢，啊！主。

讀      經   Scripture.....................................................路24:1-12....................................................主      席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主      席

讚 美 詩   Doxology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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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從死人中活著的人 (羅6:4-14)...............................方兆雄牧師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復活主日

  

主席：馮慧敏傳道      領詩：廖穎珊姊妹

風琴：黃念郇弟兄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515首 我確知主已復活..............................會      眾

歡迎及報告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主      席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203首 祂是神 ........................................會      眾

祝      福   Benediction...............................................................................................................方兆雄牧師

復活節頌歌Easter Chorus.................................世頌206首  因祂活著 (副歌)..................................會      眾

 因祂活著，我能面對明天，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生命充滿了價值，只因祂活著。

殿      樂   Postlude...................Toccata from Symphony No.5 (Charles-Marie Widor).................司      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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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啟明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暫停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Who are you, the gardener perhaps?             
Presider: Rev. Bryan Peistrup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劉銳鋒傳道     講題：與神相交（二）(約壹 2:3-17 )
主席：洪佩茜傳道     領詩：黃念郇弟兄       司琴：廖穎珊姊妹

(錄播) 

(fb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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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堂崇拜(FB+YT) 3106

普通話崇拜           370   

English Worship   530    

    每 日 讀 經 崇拜守則

 
 (日)  馬太福音    廿八1-20

 (一)  路得記       一1-6

 (二)  路得記       一7-22

 (三)  路得記       二1-17

 (四)  路得記       二18-23 

 (五)  路得記       三1-7

 (六)  路得記       三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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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2/4)線上
崇拜瀏覽總人數4006

(截至12/4)

兒童家庭小崇拜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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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聯合

1001

1233

49

-

-

105

35

-

46

以上均為線上人數 



九龍城浸信會四月份會友月會議程

日期︰二零二二年四月廿七日(禮拜三)晚上八時                       形式︰視像研討會
主席︰譚永昌執事                       書記︰楊安妮姊妹                     領禱︰主席

甲、報告事項
一、因應疫情對教會的影響和限制，四月份會友月會改以線上形式進行。

二、香港浸信會聯會原定於4月30日（六）借堂舉行第83屆年會，受疫情影響，現改以 

  線上形式進行，取消借堂申請。

乙、討論事項
一、彭至順、岑娥梨夫婦因健康理由已於3月24日接受林少琼牧師施行水禮，應否通過給 

  予其會籍案。

  建議︰通過接納。

二、鄧秀明姊妹申請薦出加入加拿大黎明山(華人)浸信會[Richmond Hill (Chinese) Baptist  

  Church]為會友，應否通過照薦案。

  建議︰通過照薦。

三、外展中心租約已於2022年3月31日屆滿，新約為期三年(2022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 

  31日)，費用每年不超過港幣1,412,400元(1,377,600元租借費及34,800元管理費)， 

  應否通過追認案。

  建議︰通過追認，並授權產業保管委員黎達強執事代表教會簽約。

四、就教育局發出的嘉福幼稚園核數報告中，學校須歸還港幣總數135,189.70元（分別 

  是計劃帳26,089.70元及學校帳109,100元)，社關部提請本教會增加2022年度社關 

  部預算，以支付有關還款，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五、有關本教會租用香港培道小學作聚會場所，由 2025年1月1日起至2034年12月31日 

  止，在不影響學校運作下，本教會享有優先租用權，並維持現有合約租金水平，實 

  報實銷。現授權行政主任代表教會簽署租約，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六、香港浸信會聯會函請本教會免息貸款港幣6,000萬元給香港培道小學作擴校發展之 

  用，並承諾由2023年起，分六年歸還(2023-2025每年500萬元，2026-2028每年 

  1,500萬元)，校方提供八份物業(包括三個住宅、一個舖位、四個車位)作擔保；本 

  教會建議接納借貸港幣6,000萬元或擔保物業總估值價（以較低者為準），以取代 

  2021年11月會友月會通過的香港培道小學貸款案，並建議教會授權產業保管委員

  趙麗文、馮國雄、譚永昌、李家暉簽署合約及動用會鈐，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七、下月月會主席應推何人擔任案。



2 0 2 2 年 4 月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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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
https://reurl.cc/KpZqnR獲取有關資訊。

查經祈禱會(20/4周三)
早上9時 (網上直播，會後可重溫) 
負責同工：吳彩虹牧師
主題：疫要安慰系列4
線上瀏覽人數1061(截至12/4)

訃聞
◆ 杜瑞琼姊妹、周恩成弟兄已安息主懷，求主

安慰其家人。

為這世代守望祈禱
「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
局，明顯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雅5:11

下)神是滿有憐憫和慈悲的，讓我們在艱難的日
子中堅忍仰望主，經歷祂的慈愛；在上主的憐憫
中，更多體會祂是何等憐惜我們這些軟弱的人。

◆ 為在家中或檢疫中心被隔離人士及患者禱

告，求主賜他們在隔離檢疫的日子，有平靜

及忍耐的心；醫院的重症者也能夠得到適切

的治療而早日康復回家。

◆ 為前線醫療人員禱告，祈求主保護他們不被

病毒侵害，在高危的環境中工作有健康和力

量，好照顧染疫市民能早日康復出院。

◆ 記念下星期準備復課的老師和同學們，求主

賜他們健康和平安，並記念參加DSE的考

生，盡力完成這數星期的考試。

東利道建堂計劃-交通模式問卷調查
因應運輸署要求再次提交交通評估報告，本教會
已委託陳錦敏亞洲有限公司為交通顧問並進行相
關工作。為了解各會眾在疫情前(2020年初)到達
及離開本教會的交通習慣及模式，現誠邀各位弟
兄姊妹參與，為建堂事工多出一分力量。
每人只需要填寫一份問卷，請掃描二維碼或按
https://forms.gle/2o2pfn6vf8bdxQcq7進入填
寫，紙本版則於恢復實體聚會後提供。
截止收集日期為2022年4月30日，
感謝您的協助。所有收集的資料
只供本調查使用。

特別會友交流會及會友月會
1. 特別會友交流會-向香港培道小學貸款跟進事宜

 謹定於4月24日(主日)下午3時至4時以線上

視像研討會(Zoom Webinar)形式舉行。

2. 四月份會友月會

    因應疫情對教會的影響，四月份會友月會謹

    定於4月27日(三)晚上8時以視像研討會

    (Zoom Webinar)形式舉行。

3. 有意參加特別交流會及/或月會的會友，請透

過以下連結或掃瞄二維碼報名。有關詳情及

注意事項，也請參閱相關連結內容。
特別會友交流會：(連結：https://reurl.cc/rQzXy1)
截止報名：2022年4月22日(五)晚上11時59分
會友月會：(連結：https://reurl.cc/44k8ZV)
截止報名: 2022年4月25日(一)晚上11時59分

教會現場公開聚會的安排
鑑於政府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宗教場所可恢復聚
會，聚會人數為場地通常容納人數的50%。本教
會將按指引進行現場聚會，最新安排如下：

各堂崇拜聚會
◆ 由2022年4月23日起，大禮堂恢復舉行四堂

崇拜(周六晚堂，主日清早堂、早堂及午堂)，

周六晚堂崇拜將同步線上直播，並於教會臉

書繼續提供錄播。

◆ 普通話崇拜將於5月1日起，在六樓禮堂恢復

舉行現場崇拜，並於普通話事工臉書繼續提

供錄播。

◆ 英語崇拜將於5月1日起，在B01小禮堂恢復

舉行現場崇拜，同步線上直播，並於英語事

工臉書提供錄播。

◆ 主日晚堂崇拜將於5月1日起，逢主日下午6

時，在六樓禮堂舉行現場崇拜，不設直播/錄

播。

其他現場聚會
◆ 成長班、女傳道會、訓練事工、基督少年

軍、普通話團契、印語事工以及其他公開聚

會，包括成長班職員會，部會及各小組會

等，將於4月30日起恢復現場聚會。

◆ 四月份會友月會和特別會友交流會以線上視

像研討會(Zoom Webinar)形式舉行。

◆ 周三查經祈禱會將於5月4日起，逢周三上午

9時及下午7時30分，恢復現場聚會。上午9

時查經祈禱會將同步線上直播，並於教會臉

書繼續提供錄播。

https://reurl.cc/KpZqnR
https://forms.gle/2o2pfn6vf8bdxQcq7
https://reurl.cc/rQzXy1
https://reurl.cc/44k8ZV


晴心組（癌關團契）
日期：4月17日(本主日)
時間：下午2:30-4:30
主題：疫「晴」對話(二)
講員：勞家怡傳道，陳淳傳道
內容：從信仰角度回應靈性困擾(Spir i tual 

Distress)

1. 專題分享(60分鐘)
期盼定睛信仰、重尋依靠，與神結連(信仰價值)，
珍惜眼前人(親友、教會、肢體、工作)

2. 個人關顧(45分鐘)
盼與每位參加者傾談，並禱告交託。歡迎參加
者提問(包括醫藥、信仰)，屆時由專業的醫、

護、社、牧作出解答回應。

網上直播/重溫
YouTube：https://youtu.be/iONAFBjAZ_U
FaceBook：(可透過城浸專頁觀看)
聚 會 中 有 個 人 傾 談 環 節 ， 故 強 烈 建 議 登
入zoom參加聚會(https:/ /us06web.zoom.
us/j/7720384208，會議ID：772 038 4208)，
登入時請提供可辨識的姓名，新來賓亦請注明。

「疫晴對話(一)」錄播重溫
YouTube：https://youtu.be/xhp_5w9qxt8
FaceBook：https://fb.watch/bV0luqCOmw/

聚會後，請填寫意見回應表：https://forms.
gle/2eRueD4jeowpFVwU7，如需查詢請聯絡
城浸傳道同工或27674219陳淳傳道。

兒幼部教職員退修會
日期：5月9日(禮拜一，公假) 
時間：上午9:00-下午1:00
地點：大禮堂
主題：通過了解和欣賞兒童因性格而有不同的

情緒表達，如何因材施教？
講員：EQ Group + Willie Leung Training and 

Production
對象：兒幼部導師。亦歡迎家長及
         對兒童發展有興趣的人士參加
截止：5月1日（額滿即止）

網上報名

本教會香港基督少年軍招募隊員
第40及97分隊招募隊員，期望能透過紀律及
團體生活，提升參加者溝通技巧、自理及獨立
能力，幫助少年人建立堅強生命，培養團隊精
神，服務社群，並藉此認識福音、分享信仰。

基督少年軍40分隊
招生對象：初級組7-11歲(小一至小五)
集隊時間：逢禮拜六下午2:15-5:30
集隊地點：培道小學2樓 天幕廣場
截止日期：5月1日
報名方法：掃描二維碼或登入連結
         https://forms.gle/qBPdvS1mNngBxjtt8 
有興趣者稍後將安排面試，時間、地點，將個

別通知。查詢請致電27674251聯絡吳家祺傳道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招生對象：幼級組5-7歲 (或K3至小二)
     初級組8-11歲 (或小三至小六)
               中級組12-15歲 (或中一至中三)
集隊時間：逢禮拜五晚上7:30-9:30
集隊地點：本教會地庫停車場
截止日期：5月1日
查詢：陳詠恩傳道(電話:27674242)
報名方法：掃描二維碼下載報名表格填妥連同相

片一張，可親臨或電郵交回本教會
(電郵:childrendept@baptist.org.hk)

備註：5月15日下午為面試日，時間及地點將個
別通知，敬請預留時間陪同子女出席。

本教會社關部參與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兒
童發展基金--第九批師友同行計劃」，現誠邀本
會會眾加入事奉，成為「友師Mentor」。
對象：21歲或以上弟兄姊妹，願意以三年時間

陪伴基層兒童學習成長
查詢：高葆華同工(電話:27674324)
截止：5月份(或額滿即止)
請按連結下載報名表格https://reurl.cc/ZrRzEg
備註：報名後亦請通知高葆華同工記錄

「Step Up 9 生命導航計劃」招募友師

信仰初探課程
疫風前行，得著盼望的人生
希望透過探討人生中不同的課題，讓大家認識
基督教信仰，並重拾充滿盼望的人生。
日期：5月3日至6月21日(逢禮拜二)
時間：晚上8:00-9:00
形式：Zoom短講、小組討論
嘉賓講員：許文森先生 (資深銀行家、金融業福

音團契主席)
               陳婉芬女士 (長者服務社工)
              劉佩婷博士 (建道神學院輔導系助理

教授、輔導系主任)
講員：陳沛偉傳道、饒偉利傳道、陳淳傳道、

李美儀傳道、謝仲軒傳道
對象：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的人士
介紹人：成長班班員，需陪同慕道者出席至少
            頭兩次聚會
截止報名：4月24日(主日)
請掃QR Code或透過以下連結報名
https://reurl.cc/02Vy5b

https://youtu.be/iONAFBjAZ_U
https://us06web.zoom.us/j/7720384208
https://us06web.zoom.us/j/7720384208
https://youtu.be/xhp_5w9qxt8
https://fb.watch/bV0luqCOmw/
https://forms.gle/2eRueD4jeowpFVwU7
https://forms.gle/2eRueD4jeowpFVwU7
https://forms.gle/qBPdvS1mNngBxjtt8
mailto:childrendept%40baptist.org.hk?subject=
https://reurl.cc/ZrRzEg


與福音相稱的日常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腓1: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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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陳沛偉傳道 記錄：廖志偉弟兄

引言
在每天重複、平凡又刻板的生活裏，其實蘊含了不少有趣的地方，只要認真觀察，換一個觀點及常加反省，

人便可以在當中發掘新的意義和價值。作為基督徒，該如何在每天看似枯燥的日常之中，活得有力、活出一個讓

神和人感到欣悅的基督徒人生呢？ 

作天國的公民
1) 要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保羅說：「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腓1:27上）這裏的關鍵是「只要」，唯一要緊的、最重

要的，就是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相稱。信徒如何「行事為人」是保羅很看重的觀念，在他的書信常常提起。

在這裏「行事為人」的直譯是：「你們要作公民」；《呂振中譯本》把這節上半節譯為：「不過你們作公民，要

對得起基督的福音」；《新普及譯本》則把兩個意思都意譯出來：「最重要的是，你們的生活要像天國的國民一

樣，行事為人要配得上基督的福音。」保羅在這裏是用命令的語氣，強調信徒必須活出天國子民的重要性。腓立

比當時是強盛的羅馬帝國的殖民地，居民因此以擁有羅馬公民的身分為傲，當然，同時也代表要效忠凱撒王。保

羅要他們謹記，他們真正的身分乃是天國公民，要按基督的福音而活。雖然保羅沒有闡釋甚麼才是「按基督的福

音而活」，但這是他們應該知道的，特別是在生活道德的層面。假如信徒都是冷漠、不傳福音，而且行事常常違

背聖經教導，那麼便談不上「與基督的福音相稱」，更遑論恪守「登山寶訓」中的「天國憲法」吧？

保羅首要提醒，信徒必須覺察自己天國公民的身分。如果以這視角來看待每天的生活，便會有不同的定位和

意義。然而現實是吊詭的，不少時候，別人卻比我們更在意我們的基督徒身分──別人對基督徒是有期望的！因

為我們所信、所傳的福音，是改變人生命的福音(我們很少聽到別人對有民間或傳統信仰的人有特別的期望)。無

論是街頭佈道或佈道會，「見證」的環節總是不能或缺的，因為這是「福音能扭轉生命」的證據。然而，不論見

證故事有多感人，其說服力還是及不上信徒日常的行為。弟兄姊妹，我們每天的生活都是信仰的「示範」(我們

是一臺讓世人觀看的戲)，行動上的見證比嘴上所說的有力百倍！

2) 要恆常與真誠
保羅接續說：「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腓1:27)他所關心的，是腓

立比信徒的日常，而不單是他到訪時眾人的「表現」。弟兄姊妹，「與福音相稱的生命」就是由每天生活小節所

組成、從內而外流露出來的生活習慣。除此以外，真誠的態度也非常重要。雅各曾舉了一個反面的例子：「若是

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

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雅2:15-16)真誠地活出與福音相稱的生命，是要有相

應的行為表現的。雅各指出，若看見別人有實質的需要，卻只說一些流於表面的說話而不施以援手，那又有甚麼

意義呢？

真正的愛是要付代價的。當人遇到困難，我們總習慣說：「我為你禱告」。這既不花分文，又能給人留下屬

靈的好印象，多好！弟兄姊妹，請思想耶穌在太25:33-46所講的「綿羊和山羊」的比喻，我們看見別人餓了，給

他吃；渴了，給他喝；作客旅的，留他住；赤身露體的、病的、在監裏的，我們願意真誠、「具體地」去與人分

享基督的愛嗎？特別在這破碎的世代，我們願意真誠的愛人、饒恕人嗎？在每天的日常裏，我們可以如何按照基

督的福音，為遇到人或事增添意義呢？

為福音齊心努力
1) 在聖靈裏站立得穩

「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腓1:27下)保羅告訴我們，在日常生活裏

用心的活出與基督福音相稱的人生，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能夠「站立得穩」，並且能將福音傳開(這與耶穌基督在

太7:24-27的「兩種根基」比喻互相呼應，真正行出聖經教導的人，就像聰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雨淋風吹水

沖也不倒塌)。不少聖經學者按原文的含義將「同有一個心志」解釋為「在同一聖靈裏」，這是很有意思的，因



為不單提到人的意志，更道出了聖靈裏的力量。在聖靈裏站立得穩，對一個群體的合一來說非常重要。因為「站

立得穩」有時也會有紛爭，雖然大家都合乎真理，但當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時，便很難有好的團隊。若眾人都

「在同一聖靈裏」站立得穩，便能放下自己，互相接納、支持，「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腓立比教會是傳福音的教會，保羅在腓1:5稱讚他們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也是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的。然而，過

往的成功並不保證將來也會勝利，因此信徒必須不斷的打穩生命的根基，特別是在羅馬殖民地、敬拜凱撒的文化

下，要保持這分心志和熱誠實在殊不簡單。保羅在這裏特別強調團隊合作，「你們」在今天短短幾節經文裏便出

現了8、9次。要恆久的活出與福音相稱的生命，必須要有弟兄姊妹同行，提醒你、幫助你。我們每天都做重複的

事，因此容易變得麻木，甚至掉以輕心，「待辦事項」(To do list)往往變成「願望清單」(Wish list)，有空或

心情好的時候才做吧！我們都要天天彼此提醒、彼此相勸。沒人能夠免於各樣的試探（包括資深信徒和牧者），

也沒人能夠只做「守望者」而不再需要別人的守望。光靠自己的知識和意志力，實在難以抵擋撒但的試探，或敵

人的驚嚇。

2) 珍惜福音的夥伴
「齊心努力」對傳福音十分重要，因為傳福音在屬靈層面上是一場爭戰，單打獨鬥必定損兵折將，更別說如果

有內鬨或內耗了！保羅很明白在傳福音上要避免內耗這個道理，因此他說：「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

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腓1:18)這便是保羅的胸襟！保羅很緊張腓立

比教會的隊工，因此在腓立比書結束前，叮囑友阿蝶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也請求其他同工幫助他們同心，因為

他們在福音上曾與保羅一同勞苦。弟兄姊妹，我們在所信的福音上有沒有同心奮鬥的夥伴呢？假如你想起一些嫌隙

（不管在教會、職場或家庭），但願你順從聖靈的引導，嘗試化解恩怨，與他們同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蒙恩與為主受苦
1) 受苦是恩典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神。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腓1:28-29)腓立比城當時普遍敵擋福音，會對信徒施加各樣的壓力，要求他們妥協並只向凱

撒效忠。無論是保羅的時代或現在，基督徒也會面對各樣的挑戰並為此付上代價，它們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

方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面對這些挑戰的時候，各樣叫人後退的引誘就會隨之而來，你認識一些弟兄姊妹昔日

信主時滿腔熱誠，但遇到要付代價的考驗之後就漸漸變得沉寂，甚至離開教會嗎？

保羅很希望腓立比信徒能站立得穩，因此他在這裏要提醒信徒蒙恩的觀念。蒙恩並不單指向順境，也包括與

基督一同受苦的恩典，《新普及譯本》更這樣翻譯腓1:29：「因為你們不僅得了信靠基督的殊榮，也得到了為他

受苦的殊榮。」受苦原來不只是恩典，甚至是殊榮！這讓我想起徒5:41，門徒被打之後，「他們離開公會，心裏

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耶穌為我們受苦、成就救恩，我們承受了這莫大的恩典後，為信仰受一些苦又

何妨呢？另一方面，保羅在羅馬書這樣說：「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羅8:18)這正是眺望永恆價值的目光，箇中有復活主的保證！

2) 靠主誇勝
保羅在腓3:10-11也有這樣的宣告：「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

的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我們承受苦楚，是跟隨耶穌的腳縱，然後朝向榮耀的盼望前行。這樣的生命

才不容易動搖，也能成為別人的祝福，讓人認識福音。背十字架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若我們只追求「無痛的信

仰」，那麼這「信仰」便變得蒼白無力，甚至會淪為生活的點綴。保羅最後勉勵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不要懼怕：

「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腓1:30）保羅和他們雖然身處不同的地

方，但在靈裏一直都是並肩作戰的。他們一樣為福音的緣故奮鬥，不懼怕敵人的驚嚇──保羅便是例證，他靠着

主的恩典度過，信徒也一樣必能靠主誇勝。時代越是艱難，便越需要不怕受苦、願意為福音努力，為主而活的信

徒。弟兄姊妹，你願意被神興起，在日常生活中祝福這世代麼？

總結
有人說，越簡單的菜式越難弄得好，因為可供發揮的材料和步驟不多，不斷重複卻不等於水平會自動提高。

然而，為何有些廚師卻能把它做出「米芝蓮」的質素呢？關鍵是在於烹調的人有沒有決心成為一位出色的廚師

──面對刻板、甚至重複萬次的烹調步驟，會否一絲不苟地精研細微之處，力求進步，討食客的歡心。唯有常常

帶着這樣的意識，甚至使命，才有機會突破。基督徒的日常也十分相似，我們每週返教會崇拜、團契……也許已

經有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卻因為重複而「熱情不再」，甚至得過且過。然而，基督徒的日常也可以很精彩，並且

充滿了「突破的空間」，關鍵是我們到底有沒有決心活出天國公民的身分和忠於基督福音的人生，在生活裏每一

個看似平凡、刻板的細微處，追求更像基督、討神喜悅，祝福他人。若能如此，我們便會發現日常生活其實饒有

意義，並且充滿了喜樂。但願今天保羅的提醒，能為我們的日常增添神聖的光彩和因認識基督而散發的香氣。





目的內容:

簡短與小朋友
分享鼓勵性的
金句及信息

此短片與通告
一併傳送,

請家長留意

仲有…
每周的重要
報告

咩咩
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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