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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　　事：高葆華 葉長寶  梁順江  謝慧莉  李美兒

二○二二年四月廿三至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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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歸於獨一真神》.........................................羅明輝弟兄

                                   Allein Gott in der Höh sei Ehr, Krebs-WV 516 (Johann Ludwig Krebs)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542首 在主面前讚美祂.................................. 詩      班

  來啊！在主面前讚美祂，來啊！在主面前讚美祂，高聲歌唱讚美耶和華聖名。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36首 凡有氣息當讚美..............................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柯秀鳳傳道   陳可藍傳道   明頌恩傳道   陳詠恩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讚美真神》Lasst uns erfreuen (Rebecca te Velde) ............羅明輝弟兄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擁戴主為王................................... 會眾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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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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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  主今升上天庭，我眾頌其尊榮；

                    (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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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領詩：卞星們弟兄   梁名遠弟兄    何鏡煒執事   梁崇安弟兄
風琴：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詩150...............陳艷芳姊妹   楊惠然姊妹   周子俊弟兄   李紫琪姊妹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陳國偉執事  司徒慶然執事 麥蘊嫻姊妹   梁力恒弟兄

主日獻金   Tithes and Offering(紅袋)................《哈利路亞！兒女們，讓我們歌唱吧》..................會      眾

                                                  Alleluia! O Sons and Daughters, Let Us Sing (Flor Pe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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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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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謙卑的同行者 (腓 2:1-4)...................................黃榮基傳道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 .............................世頌469首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柯秀鳳傳道   陳可藍傳道   明頌恩傳道   陳詠恩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205首 主活著..........................................會眾立唱

祝      福   Benediction.................................................吳彩虹牧師   曾智聰牧師   馬穎儀牧師   郭健民牧師

榮 耀 頌   Gloria Patri................................世頌551首 榮耀歸與最高神 (首兩行)..........................會眾立唱

     榮耀歸與最高神！榮耀歸神！榮耀歸神！榮耀歸與最高神！讚美讚美不盡。

殿      樂   Postlude..............................Trumpet Voluntary (Gordon Young)................................ 眾      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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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淳 鍾詠恩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陳沛偉 黃日東                 
主日早堂  羅明遠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麥子穎 黃日東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暫停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Mn. Daniel S. 
Title: Redeemed out of Egypt             
Presider: Rev. Bryan Peistrup  
Hymn leader: Mr. Rocky Cheung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宋   軍牧師     講題：恩約之愛 (瑪1:1-5)
主席：李雅詠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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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

普通話崇拜           179   

English Worship   664    

    每 日 讀 經 崇拜守則

 
 (日)  路得記          四1-12

 (一)  路得記          四13-22

 (二)  撒母耳記上    十三1-22

 (三)  撒母耳記上    十三23-十四22

 (四)  撒母耳記上    十四23-52 

 (五)  撒母耳記上    十五1-35

 (六)  撒母耳記上    十六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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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線上
崇拜瀏覽總人數3782

(截至19/4)

兒童家庭小崇拜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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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聯合

569

1138

27

73

-

-

-

-

41

以上均為線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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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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
https://reurl.cc/KpZqnR獲取有關資訊。

查經祈禱會(27/4周三)
早上9時 (網上直播，會後可重溫)
負責同工：劉銳鋒傳道
主題：疫有機遇（普通話人士篇）
線上瀏覽人數1014(截至19/4)

會聞
◆ 凡於聖誕節參加浸禮的弟兄姊妹，請到會友

服務處領取相片留念。

◆ 圖書館將於4月30日(六)開放。第二季樂享閱

讀(4-6月)已開始接受報名，歡迎弟兄姊妹前

往9樓圖書館報名及借閱書籍。查詢請致電

27674253(圖書館)或27135111(郭潔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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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記念陸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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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會代禱事項
東亞創啟地區的疫情
東亞創啟地區南部多處地區因受新冠疫情影
響，各巿、縣等地方都要進行全區居民檢
測，部分地方居民更要遵守禁足令。求神施
恩幫助當地居民得以盡快回復正常生活，在
神的恩典下得着平安，教會亦能繼續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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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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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月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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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參加的會友，請掃描二維碼或透過
連結(https://reurl.cc/44k8ZV)報名。
截止報名：2022年4月25日(一)晚上11時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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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English Ministry worship 
now only online at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English Ministry, Facebook Live 
Sunday mornings at 10:00 am until 
further notice.
1 May 2022(Sun)
Title: Am I redeemable?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Rev. Bryan by 
email: bryan.p@baptist.org.hk

聘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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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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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請具函履歷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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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職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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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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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掃描二維碼或登入連結(https://reurl.
cc/6Z2xEd)，填妥Google Form 即可。

截止：5月1日（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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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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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二維碼或登入以下連結
               https://reurl.cc/Lm3q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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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瞄二維碼或登入連結(https://reurl.

cc /GxVL0y)下載報名表格填妥連同
相片一張，可親臨或電郵交回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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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請掃描二維碼或按連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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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掃描QR Code或透過以下連結報名
https://reurl.cc/02Vy5b

https://www.facebook.com/KcbcEnglishMinistry/
https://reurl.cc/6Z2xEd
https://reurl.cc/6Z2xEd
https://reurl.cc/Lm3qLx
https://reurl.cc/GxVL0y
https://reurl.cc/GxVL0y
https://reurl.cc/ZrRzEg


從死人中活着的人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羅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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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方兆雄牧師 記錄：李錦昌弟兄

前言
在使徒行傳，不論是彼得的講道，或是後來保羅所傳的道，都是將聖經的信息和預言總結在主耶穌基督的

復活之上。初期教會將安息日之後的七日的頭一日稱為主日，慶祝主耶穌復活，而這文化仍影響世界至今(逢星

期日是世界公認的假日)。然而，主復活的真義是祂勝過死亡並復活、為世人成就了救恩，也是我們信仰的核心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比眾人更可憐。」(林前15:17-19)今天，讓我們重溫主「從死裏

復活」對我們信仰和生命的重要意義。

「從死裏復活」
在羅1-11章，使徒保羅講述了救恩的道理(如「因信稱義」等)，位於中間的第6章裏面三次提到「從死裏復

活」：「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裏復活一樣。」(v4)、「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v9)、

「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v13)。使徒保羅為何要如此安排？這對我們的屬靈生命又有何

重要意義呢？

與主結連：有新生命的樣式
首先，當我們的生命與主聯合，便擁有從神而來的新生命。請注意！大前提是信徒要與主結連。雖然主耶穌

基督死而復活，為世人開出救恩和恩典之路，可是對不認識神以及不信靠神的人來說，並沒有直接關係──主有

主的復活，他們有他們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意其義只是多了一天假期。信徒則不然，我們的生命是與主聯合

──藉着信靠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主、承認祂是我們生命的主宰，單純、無二心的順服主在我們生命中掌權。這

不單是因信被神稱義的一刻，更是生命在基督裏成長、成聖，直到將來見主面的過程。

另一方面，內在的信心也要通過外在的見證和行動表現出來。保羅在v4提到：「我們藉着浸禮歸入死」，就

是「生命與主聯合」的見證。浸信會會友也許印象會比較深刻，當受浸時，整個人進到水中，便表達了我們願意

與基督同死同埋葬的信念；當上水的時候，便像v4所述：「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裏復活一樣」因此，浸禮是

我們的生命與主結連的見證：「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v5)，「我

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v8)這是公開的見證了神賜給我們由今生開始直到永恆的新生命，因此

我們要學效耶穌，活出主的樣式。 

與主結連：勝過罪的權勢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勝過死亡的主：「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v9)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主耶穌基督曾令拉撒路復活(參約11章)、叫睚魯的女兒復活(參馬5章)，顯示祂有賜

予生命的能力，復活之後實在不需再經歷死亡，正如耶穌自己在上十字架之前對門徒說：「……因為我活着，你

們也要活着。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約14:19-20)雖然我們的肉

身會衰殘、經歷病患及死亡，但是當我們與主結連後，祂不單讓我們今生能在神面前活着，也必叫我們在肉身消

逝後能在神面前活着，因為主已從死裏復活，粉碎了死亡的權勢。

另一方面，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更粉碎了罪的權勢。「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著。」(v10)

我們知道主耶穌沒有犯罪，所以祂向罪死，是為了代替世人的罪而死。主耶穌以「從死裏復活」一事粉碎了「死

亡的權勢」，換言之，祂以自己的死亡粉碎了罪的權勢！當我們全心信靠主的時候，祂的復活不單讓我們有「將

來會復活」的盼望，在今生，我們也有因與主結連而勝過罪的能力。保羅又說：「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

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v6-7)，「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

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裏，卻當看自己是活的。」(v11)當我們與主結連，並以浸禮作為見證的時候，我

們的「舊人」已在罪中死去，罪再也不能捆綁我們，因我們已向神活着。

與主結連：我們為神而活 
今天的經文三次提到「死裏復活」，其中v13下：「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



器具獻給神。」《和修本》將「從死裏復活的人」譯作：「從死人中活着的人」。這到底是一幅甚麼的圖畫呢？

如果以屬靈眼光去看的話，沒有救恩的人雖然肉身活着，但卻不是與神──生命的主結連的，因此是沒有盼望、

只在肉身上活着的「死人」。在世上，我們這些「死人中活着的人」，要為主作見證，讓人悔改得救。

保羅呼籲信徒「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作義的器具」就是要傳揚神的福音、傳

遞神的恩典。相反，我們不要容罪在我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也不要順從身子的私慾。約壹2:16提到三個罪的根

源，包括：「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我們要小心，不要讓自己因罪而變作「不義器

具」。

思想
1) 要憑信心跟隨基督

雖然保羅在書信中有條理地闡述了耶穌從死裏復活一事，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願意以信心擺上、願意跟隨基

督、願意與主結連，以致能真正享受並活出主耶穌基督賜給我們豐盛的恩典。特別當我們遇上困境、或在疫情中

受了不少的苦和限制，身體也許比疫情前衰弱了很多，但仍要相信，當我們與主聯合，願意與基督同死、同葬同

復活，神應許必賜新生並帶領我們經過。弟兄姊妹，也許你正經過死蔭幽谷，但我們要深信主耶穌基督必與我們

同在，並且賜下了復活的盼望。

盧卡多(Max Lucado)既是牧師，也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他曾經在《In Six Hours One Friday》一書分享一位

巴西宣教士的經歷。當地的森林裏有一條大河，兩岸分別興建了醫院和住了一批土著(Brazilian Indians)。土著

因為迷信大河充斥了惡靈而不敢渡河，結果每天也有人因延誤求醫而死亡。無論宣教士如何解釋，河水也不深，

但他們總是不敢涉河。宣教士最後親身走進河中，並在他們眼前輕鬆地、安全的游過對岸，以「生命」向他們證

明河中並沒有致命的惡靈。耶穌豈不也是如此嗎？祂道成肉身，「親自」向我們證明自己是生命的主，並且示範

祂可以勝過死亡並復活。

2) 死而復活：珍惜生命的經歷
當經歷人生重大的改變時，我們更應記念主。我的父親在信主前，不是一個很有節制的人，加上嗜甜，很早

便得了糖尿病，部分腳趾壞死。後來，他在病情很嚴重之時信主悔改，神竟然讓他部分壞掉的腳趾長出新的肉

來，這對他來說是「死而復活」經歷，讓他更珍惜生命。雖然他早在20年前便安息主懷，但也有過一段全然信靠

順服神的時間，我為他的轉變感恩。弟兄姊妹當中，或許有不少人有死而復活的經歷，不論是身體或事業上的，

有些情況是你曾以為靠着自己不能跨過，但最終竟在神的奇異恩典下安然度過。

經典詩歌《奇異恩典》的作者約翰‧牛頓(John Newton)自小便品格惡劣，常為他人及自己帶來麻煩。他23歲開

始從事非洲黑奴的買賣生意，後來在一次船難中大難不死，於是開始讀聖經，戒賭、戒酒，並開始反思奴隸販賣

這盤生意，幾經掙扎，他終在29歲時停止了這門生意。十年後，他更成為聖公會牧師，一生致力反對奴隸制度。

他的墓誌銘如此說：「約翰‧牛頓牧師，從前是一個犯罪作惡、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作奴隸之僕，但藉着救

主耶穌基督的豐盛憐憫，得蒙保守並赦免，指派傳揚福音。」《奇異恩典》的歌詞正是他一生的寫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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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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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節)但願我們在試探中，也懂得回到主面前，求祂赦免和引領。

3)「在死人中活着的人」
在我們身處的時代，會看見很多不但令人痛心，也明顯不是神創造人的原意的事，例如：戰爭殺戳、貪婪、

人因追求權力而不擇手段等。我們也許會有很大的無力感，除了祈禱守望、記念交託給神之外，人所能做到的實

在很有限，但這些偏偏卻是我們要面對的現實。保羅提醒我們要像「從死人中活着的人」，努力為主作見證。罪

的權勢雖然最終影響不到信靠主的人，但在主再來之前，罪仍以其餘力傷害並引誘人離開神。

魔鬼一方面會誘人犯罪，透過予人一些滿足與快樂，令人不能自拔，就像吸毒一樣。當人不能填滿心靈的空

虛，罪便會使人遠離神；當人變得執着，便會放不下一些人或事，以致一再沉溺，不能自控地揮霍金錢或時間，

最後就連和神的關係也可以放下。魔鬼的另一招數就是透過恐懼，威迫你做一些違背良心的事情。所以，保羅在

v13說：「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我們要像

在死人中活着的人，在黑暗的世界中作光明的兒女。

結語
主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不但讓信徒有新生的樣式，而且粉碎了罪與死亡的權勢，以致我們可以在主的身上

支取力量。因此，我們「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v13)今天的

經文對我們有甚麼教導和提醒呢？深願我們各人都能在神面前自省，然後更忠心地活出基督、見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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