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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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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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子穎

黃  韵  柯秀鳳  葉嘉慧* 潘佩施* 陳可藍*

差會主任：陸倫泉

差會牧師：林少琼  

差會傳道： 梁素梅 羅明遠  陳  霖

洪佩茜 劉銳鋒 姚禧嘉  

林于謙 張明珠*

   *部分時間 ^休假 #休假進修 

幹　　事：高葆華 葉長寶  梁順江  謝慧莉  李美兒

二○二二年五月廿八至廿九日 周六崇拜：下午6:00  主日崇拜：上午8:30, 10:00 , 
11:45, 下午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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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既喜悅選你們作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棄你們。
(撒上12:22)  



序      樂 Prelude...............................................《基督復活升天》 .......................................... 羅明輝弟兄 

                                               Christ ist erstanden (Christ fuhr gen Himmel) 

                                               (Theophil Forchh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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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首 我們同唱榮耀詩歌...................... 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陳   淳傳道   勞家怡傳道   魏文俊傳道   饒偉利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Miniatures for Organ, Fourteen (Herbert Howel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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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路24:44-53..........林文燕姊妹   石   穎姊妹   黃惠吟姊妹   趙恩澤姊妹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葉小燕執事   許智深弟兄   許偉良弟兄   王正琪弟兄

主日獻金   Tithes and Offering(紅袋)....................................《基督今復活》.................................會      眾

                                    Jesus Christ Is Risen Today (Healey W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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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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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瑋聰弟兄   梁名遠弟兄    阮詠恩姊妹  許文森弟兄
指揮：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阮詠恩姊妹  關傑明弟兄
風琴：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伴奏：宋加恩姊妹   趙彥文弟兄    趙彥文弟兄  廖穎珊姊妹 



獻      詩   Anthem ...............................................Glorious Savior................................................. 詩     班
                                                     曲、詞：Cindy Berry，中譯：佚名；版權屬Alfred Publishing Co., Inc., 2007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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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以基督的心為心 (腓2:5-11)................................方兆雄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226首 難以解釋......................................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陳   淳傳道   勞家怡傳道   魏文俊傳道   饒偉利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218首 樂哉，救主為王...................................會眾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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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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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普照》Shine Jesus Shine (David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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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佩施 劉漢華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李雅詠 黃日東                 
主日早堂  黃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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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講員：鍾志賢傳道    講題：主被接升天 (徒1:1-11)                        主席：柯秀鳳傳道    
          司琴：譚浩文弟兄    讀經：周婉玲姊妹    奉獻祈禱：孫淑華姊妹     司事：約書亞成長班

11:45 

10:00 

從天寶座降臨救恩計劃成全，
主耶穌為我捨棄生命。
為我祂甘願犧牲，
被釘十架受苦楚，
哈利路亞！永遠歌唱頌揚！
副歌：
榮耀救主，全能神，
救贖恩主，神獨生子，
祢是那復活救贖主，
一直掌權到永遠，
榮耀救主，全能神。
被釘十架受害主捨命在各各他，
祢忍受痛苦羞辱迫害。
死亡權勢不能勝，
祢已從死裡復活，
哈利路亞！耶穌復活作王！
祂復活作王！（副歌）

You came from heaven’s throne salvation to bestow.
Lord Jesus, You suffered death for me! 
Who am I that You should die, 
on the cross be crucified?
Hallelujah! Forever I will sing! 
Chorus: 
Glorious Savior, Mighty One, 
Great Redeemer, God’s only Son,
You are the resurrected Lord, 
King for all eternity, 
Glorious Savior, Mighty One! 
They crucified You, Lord, on the cross at Calvary. 
You suffered in agony and shame. 
But You broke the chains of death, 
and You rose to live again. 
Hallelujah! My Jesus lives and reigns! 
Jesus lives and reigns! (Chorus)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Redeemed out of Babylon             
Presider: Mr. Kenneth Leung  
Hymn leader: Mr. Kenneth Leung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林少琼牧師     講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羅1:16-17)
主席：洪佩茜傳道     領詩：梁崇安弟兄       司琴：盧潔茵姊妹

獻詩簡介

https://bit.ly/%E5%B4%87%E6%8B%9C%E5%91%A8%E5%88%8A%E6%9C%88%E8%A9%A9%E7%8D%BB%E8%A9%A9%E7%B0%A1%E4%BB%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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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主日清早堂           344          

主日早堂              541        

主日午堂              480      

主日晚堂                33           

普通話崇拜             41

兒童崇拜              112

English Worship        58 

    每 日 讀 經 崇拜守則

 
 (日)  詩篇          十1-18

 (一)  詩篇          十一1-7

 (二)  詩篇          十二1-8

 (三)  詩篇          十三1-6

 (四)  詩篇          十四1-7 

 (五)  詩篇          十五1-5

 (六)  詩篇          十六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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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線上
崇拜瀏覽總人數2722

(截至24/5)
兒童家庭小崇拜 407

實體崇拜總人數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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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1056

※1279

35

79

32

10

-

111

-

-

47

19



2 0 2 2 年 5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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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登入連結

https://reurl.cc/KpZqnR獲取有關資訊。

查經祈禱會(1/6周三)
早上9時(直播) ，晚上7時半(大禮堂)

負責同工：洪佩茜傳道、姚禧嘉傳道

差傳分享：「少」認識

上周出席 (早) 36人   (晚) 67人

線上瀏覽人數831(截至24/5)

會聞
◆ 傳道部定於12月10日舉行聖誕佈道大會，請

為佈道會籌備工作代禱。

◆ 圖書館註銷書籍擺放在小禮堂門口，歡迎弟

兄姊妹前往參閱及領取。

差會代禱事項
普通話事工
◆ 學院學年於五月份完結，為即將畢業的內地

生禱告，不論留港、回內地工作，或是到海

外繼續升學，願主帶領他們的前路。

◆ 即將開展新一期的事工，需要招募大量義工

參與親善家庭計劃、廣東話班、及亦師亦友

計劃，願主感動弟兄姊妹積極參與，委身普

通話事工的服事，藉此祝福更多的普通話人

士。

耆壯佈道會
主題：雨中彩虹
日期：7月2日(禮拜六）

時間：下午3:00

地點：大禮堂

講員：馮潔儀傳道

見證嘉賓：寶珮如姊妹(影視藝人)

查詢電話：27674264
只設現場，歡迎領未信親友赴會

2022音樂部進修會
聖樂職事召命的多重意涵
日期：5月29日(本主日)

時間：下午2:30

地點：大禮堂(教會臉書同步直播)錄播收看期限

至6月5日凌晨止

講員：劉永生先生(浩聲讚祂詠團音樂總監及指

揮、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王劉燕容基督教

崇拜與藝術教育中心主任講師)

內容：唱詩及書籍分享──探討教會音樂崗位

事奉人員身分的多元性質，鼓勵建立獨

立閱讀進修的習慣，並發掘成立小組共

讀的可能性，互相砥礪一起成長。
歡迎本教會弟兄姊妹、音樂事奉者參與！

婦女部W-Channel「婦女頻道」
一個專為姊妹身心靈健康而設的多元化網上

YouTube生活平台，於5月28日推出，分為

四個主題：Words神的恩言、Witness生活見

證、Worship默想敬拜、Wisdom生活智慧。

首階段推出以生活智慧為題材的短片：「聖經

中的花果樹木」及「悠閒手作」。歡迎登入網

頁https://reurl.cc/Rrzm0g或

掃描二維碼收看及訂閱。

姊妹如有興趣參與「婦女頻道」製作，

請致電27135111聯絡張慰玲同工。

兒幼部嬰孩奉獻禮
意義：嬰孩奉獻禮乃父母在神面前的立志，願意

從幼年時起以神的話語教導及培育他們，

使他們行在神所喜悅的道路上，長大後接

受基督作救主，並一生忠心跟隨神｡

日期：6月19日 (主日，父親節)

時間：上午 11:45（崇拜時間內舉行）

對象：初生至五歲

截止報名：6月5日

歡迎登入https://reurl.cc/e3L08Q

或掃描QR Code查閱及報名

晴心組(癌關團契)
日期：5月29日(本主日)

時間：下午2:30 

地點：四樓禮堂

主題：分享周

https://reurl.cc/KpZqnR
https://reurl.cc/Rrzm0g
https://reurl.cc/e3L08Q


「全民學堂」7-9月最新課程
開啟天國的祝福：家庭祭壇
講員︰麥張偉芬師母

日期：7月8、15、29日(禮拜五)

時間：晚上7:30-9:30

對象：家中有小朋友或長者的弟兄姊妹，特別

適合年輕夫婦報讀。

聖經考古
講員：蘇冠強博士

日期：8月12、19、26日(禮拜五)

時間：晚上7:30-9:30

簡介：認識聖經和聖地背景，有助聖經科和成

長班的教學，將聖經內容與跨學科學習

結合。

水滴石穿：如何向家人親友傳福音
講師：香港短宣中心候任總幹事周婉珍傳道，

以及多位短宣中心同工。

日期：9月9、16、23日(禮拜五)

時間：晚上7:30-9:30

對象：適合所有弟兄姊妹參與

以上課程均在教會現場舉行

網上報名 https://reurl.cc/6ZNv4k

詳情 https://reurl.cc/NAq8p9

網上報名

詳情

傳道部個人佈道組消息
1. 樂富、龍翔長者鄰舍中心探訪
6月5日(主日)個佈組出隊，樂富、龍翔鄰舍中心

安排預約長者到中心與弟兄姊妹傾談問候(請按

所報時段到中心)。

三段時段：1:30-2:15；2:30-3:15；3:30-4:15(每

時段8組，先報先得，若該時段已滿，會安排另

一時段)請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

截止報名：5月29日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溫杏芝同工(電話:27674239)

2. 出隊日
日期：6月5日(主日)

集合地點：地庫小禮堂B01室

集合時間：下午1:45(2:00出發)

佈道地點：已恢復啟德探訪，街頭佈道(九龍

城、土瓜灣、啟德)

請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
佈道員須為已受浸及有傳福音心志的基督
徒，請準時出席。

本地差傳歷史團–福臨香江陸路行
日期：6月25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8:30-中午12:00(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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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位(若報名超過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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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請掃描QR code或登入連結

         https://reurl.cc/VDN2kA

截止報名：6月12日(主日)

查詢：馬穎儀牧師或鄺潔明同工

         (電話:22467656)

差傳月主題：「少」不小
差傳主日崇拜
6月4、5日(本部崇拜)      講員：馬穎儀牧師

6月11、12日(本部崇拜)  講員：陸倫泉牧師

6月5日(普通話崇拜)       講員：葉小賢傳道

6月4、5日(兒童崇拜)     講員：羅月荷神學生

6月5日(兒童崇拜)          講員：羅明遠傳道

周三祈禱會 - 差傳分享
認識香港少數族群的生活和歸主成長的經歷，

以及服侍他們的裝備、得着與需要。

上午9:00(六樓禮堂)，晚上7:30(大禮堂)

6月1日   「少」認識

6月8日   「少」交流

6月15日 「少」蛻變

6月22日 「少」服侍
8/6晚上8:15-9:00設有差傳事工祈禱組(國內
組：6樓禮堂、普通話事工組：6樓禮堂、
海外組：G03室及穆民組：710室)

差傳祈禱計劃
任務：於6月26日至8月20日期間，每天為差傳

需要祈禱及奉獻

1.差傳小天使
對象：3-12歲

2.差傳生力軍
對象：青、成年成長班及女傳道會班員

3.差傳守望者
對象：耆、壯成長班及女傳道會班員

報名：經單位填寫集體報名表

查詢：鄺潔明同工 (電話:27674283)

網上報名

網上報名

https://reurl.cc/6ZNv4k
https://reurl.cc/NAq8p9
https://reurl.cc/VDN2kA


與己結連：個人自省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林前15:3-11】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2 年 5 月 2 2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曹偉彤牧師 記錄：廖凱珊姊妹

引言

保羅說：「我今為何如人、乃由上帝之恩。」(林前15:10《文理譯本》)今天我們會探討

如何誠實對待自己，與己結連，然後自我反省，一同思想如何藉着神的恩典，成就今天的

我。

保羅的自省

我們先要瞭解使徒保羅如何進行個人自省。當時他的身分被外界質疑，於是不得不為自己

的使徒「資格」作出辯護：「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

會。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

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林前15:9-10)保羅深知福音的重要

元素，便是傳揚「耶穌基督是主」的信息(也是教會這三年的主題)，而當時哥林多教會的弟

兄姊妹已知道耶穌基督是主，於是保羅再闡釋：「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

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

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

有已經睡了的。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

的人一般。」(林前15:3-8)

「埋葬」代表耶穌已死，「顯給」代表基督已經復活，並且有大量人證。耶穌的死成就了

救贖，祂的復活彰顯了神的大能。保羅與其他信徒見證過耶穌的復活，他的宣講與磯法及雅

各的同樣重要，因為他所宣講的確實是耶穌基督已復活的福音。藉着與磯法相提並論，保羅

肯定了自己是使徒，即使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一個，但仍算是使徒──他見證耶穌復活，

並且同樣得到耶穌基督的呼召。在這樣的背景下，保羅表達了自己的自知之「明」，而他有

兩方面的自省。

「明」過失和限制

保羅看見和明白自己的過失和限制：「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曾

迫害過神的教會。然而，由於神的恩典，我才成了今日的我(I am what I am)……」(林前

15:9-10《和修》)意思是明顯的，就是保羅坦白地承認自己原不配稱為使徒，他以往所做

的都只是過度的「宗教狂熱」。現在，他看見了自己的驕傲，他曾經剛愎自用，自恃法利賽

人的身分，又自以為領受了神的旨意去爭鬥；他以為只有當人遵守神的律法，才會帶來社會

安定，於是迫害神的教會（猶太人眼中的異端）。他後來成了使徒，卻深知所靠的不是來自

那「尊貴」的法利賽人身分或自己有多大的學問，而是單純的倚靠神。因此，他不再自以為

是，省悟到自己百般的軟弱，既要扎根於神，更要經歷神的大愛，如此才可面對暴風雨。



「見」神的恩典

「然而，由於神的恩典，我(eimi)才成了今日的我(eimi)……」(林前15:10《和修》)

Eimi就是「堅定的相信」，指出「完全不配的我卻得到了神的恩惠」。保羅的自省叫他看見

神的恩典，他自知自己在大馬色重生後的生命質素都是神白白賜予的恩典，他本不配卻因着

如此恩惠才能成為使徒，因此他甘願比其他使徒更勞苦。單是第10節，便三次提到「恩典」：

「……由於神的恩典……並且他所賜給我的恩典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而是

神的恩典與我同在。」意思是保羅自知不配成為使徒，卻得到神的呼召，因此拼盡全力回應

神，以致配得上神的恩典。

「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保羅如此努力是因為有神格外的恩典，他不是炫耀自己的勤

奮，他的成就全是神的恩典。當我們在工作上遇到困難時，請不要認為你缺乏了神的恩典；

相反，要在神的恩典之下，格外努力，克服攔阻、障礙，繼續前行。恩典常藉着軟弱得以彰

顯，對保羅來說，神的恩典便是神對他的呼召的泉源和力量。

那麼，恩典到底是甚麼呢？按經文的解釋，恩典便是「與我同在」的禮物。我們本是不

配，但因着「神的恩典與我同在」，不僅決定了我們的生活和召命，也塑造了所有基督徒生

命的特徵。「神的恩典與我同在」使人在基督徒身上看見神的恩典，正如保羅一樣。保羅自

知自己的身分和價值均來自於神，所以謙卑地繼續在神的恩惠中成長，從此不再迫害教會，

更成為使徒，一生被主所用。保羅的工作是有果效的，因此他自豪的說：「無論是我或是其

他使徒，我們都如此傳，你們也都如此信了。」(林前15:11《和修》) 

與己結連，神恩成我

我們看見神的恩典逆轉了保羅的身分。保羅不再高傲地高舉自己、逼迫教會，反被耶穌基

督呼召成為使徒，一生為主所用，這是他始料不及的。然而，請留意神賜下恩典，卻不是要

我們否定自己。雖然保羅本身有學問、有地位，但藉着恩典，才能自省生命的限制，於是對

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他誠實地與己結連，不偽裝謙虛，也不接受虛浮的讚

譽或不必要的責備；雖然他以往曾犯錯，但已蒙神寬恕，現在已成了使徒(雖然是最小的一

個)。保羅自省卻不自憐，不卑不亢地前行，繼續領受神所賜的恩惠，將福音傳開，使人得

福。弟兄姊妹，你們又如何呢？有沒有看見自己生命中的限制？

當慵懶的牛遇上了吸血的牛虻，便會立刻揮動尾巴把牠們趕走。我們的生命中也許需要這

樣的昆蟲──不住提醒我們的朋友，幫助我們在主裏自省，從而與己更多的結連。假如你每

天都在神的恩典裏，便可以得到智慧，察覺到自己的限制和過失，並有從神而來的能力去改

變自己，甚至蒙神使用，成就祂的計劃。我們要謙卑，承認自己的不足，如此才可在神的恩

典之下繼續成長，經歷生命的逆轉。

結語

恩典不是靠人的努力或熱心便能得到，而是「神與我同在」的禮物，是來自那位至高無上

真神的愛。就讓我們自省，瞭解自己的限制和過失，然後藉着恩典，經歷生命的逆轉。神的

恩典的另一個名字就是耶穌基督，而耶穌基督裏面有生命，這就是奧秘。弟兄姊妹，你感受

到耶穌基督的同在嗎？求主幫助城浸家在恩典中一同自省前進，在神面前誠實謙卑，愛神如

己，愛人如己。



填寫報名表格
或掃瞄 QR
了解更多

九龍城浸信會
嬰孩奉獻禮

嬰孩奉獻禮乃父母在神面前的立志，
願意從幼年時起以神的話語教導及培育他們，

使他們行在神所喜悅的道路上，
長大後接受基督作救主，並一生忠心跟隨神。

嬰孩奉獻禮前簡介會
舉行日期: 2022年6月12日（主日）
舉行時間:中午12時正至12時45分

(務必準時出席）
簡介會地點: 303室

歡迎本會會友或
經常參與本會聚會之基督徒父母
嬰孩年齡：初生至五歲

奉獻禮將於
2022 年 6月 19日
（禮拜日）
上午 11 時 45分

（崇拜時間內舉行）

有意參加者
請填妥報名表格後
交回會友服務處。
 截止報名日期

6 月 5 日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教會與陳可藍傳道聯絡( 27674221）
或電郵 icechan@baptist.org.hk  * 請註明嬰孩奉獻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N0RKnH_gnZjSVaHw6ctr3c_cW0D4hbdmZYrHQo1FzBdT3P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N0RKnH_gnZjSVaHw6ctr3c_cW0D4hbdmZYrHQo1FzBdT3P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N0RKnH_gnZjSVaHw6ctr3c_cW0D4hbdmZYrHQo1FzBdT3Pw/viewform?usp=sf_link


2022 差傳⽉聚會
主題：                   

九⿓城浸信會差會  多元體驗GoGoGo

差傳守望者 (耆壯)

差傳⽣⼒軍 (⻘成)

差傳⼩天使 (兒幼)

⼤堂崇拜      6⽉4/5⽇        ⾺穎儀牧師
⼤堂崇拜      6⽉11/12⽇       陸倫泉牧師
普通話崇拜   6⽉5⽇            葉⼩賢傳道
兒童崇拜       6⽉4/5⽇    羅⽉荷神學⽣
兒童崇拜       6⽉5⽇            羅明遠傳道

差傳主⽇崇拜

6⽉1⽇       「      」認識
6⽉8⽇      「      」交流
6⽉15⽇     「      」蛻變
6⽉22⽇    「      」服侍

周三差傳分享

認識⾹港少數族群的⽣活和歸主成⻑的經

歷，以及服侍他們的裝備、得着與需要

差傳祈禱計劃

差傳⼩天使(3-12歲) 差傳⽣⼒軍(⻘成)

「     」不⼩

差傳守望者(耆壯)

少

少
少
少
少

經單位

填寫集體

報名表

https://forms.gle/x4QtdH6MdgT1oRddA
https://forms.gle/2agB8EHw5H1cpC3DA


https://forms.gle/TfoxkVfGFJqEbuUcA
https://forms.gle/TfoxkVfGFJqEbu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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