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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燕紅

二○二二年七月九至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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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
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可12:30-31)  



序      樂 Prelude..................Brethren, We Have Met to Worship (David Kidwell).................洪   彥弟兄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66首 如鹿切慕溪水 (第1節)............................ 詩      班

  我的心渴慕神常同在，如同鹿切慕溪水。惟有祢是我心所愛，我渴望來敬拜祢。

               祢是盾牌、堅固力量，我身心靈惟降服於祢，惟有祢是我心所愛，我渴望來敬拜祢。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70首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陳詠恩傳道   陳沛偉傳道   李潔珍傳道   饒偉利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The Lord’s My Shepherd (Kevin Norris)......................洪   彥弟兄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就近主前應祂呼召.............................. 會眾立唱

  今呼召你  (頌主新歌301首第1-3節，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詩班) 耶穌溫柔慈聲召你回家，今呼召你，今呼召你，

                             為何離主慈暉，流浪天涯？一天更遠離一天！

 2. (弟兄) 耶穌今呼召，勞苦者得安，今呼召你，今呼召你，

                             可將你重擔託主替承擔，祂必要救你到底。

 3. (姊妹) 耶穌今正等待盼你歸來，今正等待！今正等待！

                             攜你眾罪俯伏主前悔改，快快前來莫耽延。

 副歌(會眾)：救主召你，今呼召你，耶穌今呼召你，今天發慈聲召你。 (間奏轉調)

               罪人快來 （頌主新歌297首第1-2節，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詩班) 貧乏痛苦罪人快來，你們病弱傷遍體；耶穌滿有慈愛大能，隨時均願拯救你。 

 2.  飢渴人們趕快前來，接受神賜豐盛恩；真誠篤信，痛悔改過，主恩領你親近神。

 (副歌) 我決起來投奔耶穌，祂必用臂環抱我；

                          慈愛恩主大能臂中，無限舒適福澤多。(間奏轉調) 

                就在這地方 (曲、詞：Ron and Carol Harris，版權屬Ron Harris Music, 1979；中譯：吳文秋)

 就在這地方有足夠的愛為你和我，也就在這地方有足夠喜樂為你和我，

 並有足夠希望，也有足夠能力，會驅走一切憂傷，

 因耶穌，主耶穌，祂就在這地方。 (間奏轉調)

                當就近主前 (曲、詞：Joseph Sabolick，版權屬Maranatha! Music, 1994；中譯：張美萍)

                當就近主前聽聖靈呼喚，相信這真理，來看見，來驗證，來獲得這新生命。

                有永遠盼望，亦有每天力量，得嘗活水甘露，可以永不再渴。

                當就近主前聽聖靈呼喚，相信這真理，來看見，來驗證，來獲得永遠生命。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路10:25-37..........陳少蘭姊妹   楊思恩姊妹   王秀慧執事   高希正執事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蕭立僑姊妹   聞琪琪姊妹   劉漢華弟兄   何富生弟兄

主日獻金   Tithes and Offering(紅袋)..........................親愛主，牽我手 (男聲小組)........................會      眾
                               曲、詞：Thomas A. Dorse；中譯：青年聖歌 I，101 首，劉福羣、何統雄，中文譯詞版權
                            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編：‘Buzz’Haeger and ‘Mo’ Rector ，版權屬編者所有

          親愛主，牽我手，建立我，領我走；我疲倦，我軟弱，我苦愁；

  經風暴，過黑夜，求領我進光明，親愛主，牽我手，到天庭。

  我道路，雖淒涼，主臨近慰憂傷；我在世，快打完，美好仗；

  聽我求，聽我禱，攙我手防跌倒，親愛主，牽我手，常引導。

  經風暴，過黑夜，求領我進光明，親愛主，牽我手，到天庭。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訓練主日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領詩：張志成弟兄   梁名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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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彥弟兄   洪   彥弟兄    洪   彥弟兄  洪   彥弟兄
伴奏：廖穎珊姊妹   劉穎琛姊妹    劉穎琛姊妹  蕭碧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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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詩   Anthem .........................................................我們愛......................................................詩     班

                                 曲：Mary McDonald，引用Philip P. Bliss 所寫的Kenosis，詞：Francis R. Havergal 

                                  修自約翰福音3:16, 13:34，版權屬Lorenz Publishing Company, 2004；中譯：張美萍

 上帝愛世人，甚至賜下獨生子，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副歌）

 救主甘願捨生命，全因為祂的愛，十架顯大愛，恩典無限量，給我們永遠生命，

 永遠生命白白賜予。主啊！（副歌）

 為你我命曾捨，你捨何事為我。（副歌）

 (副歌) 我們愛因祢先愛我們，我們因祢得永生，幫助我學習行祢旨意，

          我們愛因祢愛，學像主祢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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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靈性生命之旅 (路24:13-35)................................曾智聰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303首 進我的心 (唱兩次)...........................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陳詠恩傳道   陳沛偉傳道   李潔珍傳道   饒偉利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402首 讓你心破碎......................................會眾立唱

祝      福   Benediction...............................................................................................................曾智聰牧師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世頌567首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會眾立唱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與天父豐盛的大愛，和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同在。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與天父豐盛的大愛，和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同在。

   到永遠，到永遠，直到永遠，阿們。

殿      樂   Postlude................Fanfare and March on“St. Theodulph” (John S. Dix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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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文菁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陳可藍 黃日東                 
主日早堂  黃   韵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陳婥芬 黃日東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馮慧敏傳道    講題：以善勝惡的生命見證(彼前2:11-17)        主席：陳婥芬傳道    
          司琴：譚浩文弟兄    讀經：莫煒權弟兄    奉獻祈禱：廖志偉弟兄     司事：米該雅成長班

11:45 

10:00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Under Pressure             
Presider: Ms. Christina Peistrup  
Hymn leader: Mr. Ernie Tam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李雅詠傳道     講題：我是：生命的糧(約6:24-36)
主席：應瀟鵬弟兄     領詩：沈紹麗姊妹       司琴：蕭碧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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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日清早堂           414          

主日早堂              644        

主日午堂              542      

主日晚堂                28           

普通話崇拜             52

兒童崇拜                   -

English Worship        25

    每 日 讀 經 崇拜守則

 
 (日)  撒母耳記下    十八1-33

 (一)  撒母耳記下    十九1-23

 (二)  撒母耳記下    十九24-43

 (三)  撒母耳記下    二十1-26

 (四)  撒母耳記下    廿一1-22 

 (五)  撒母耳記下    廿二1-24

 (六)  撒母耳記下    廿二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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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線上
崇拜瀏覽總人數2972

(截至5/7)

兒童家庭小崇拜  706

實體崇拜總人數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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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

※831

-

68

24

15

-

-

-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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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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登入連結

https://reurl.cc/KpZqnR獲取有關資訊。

查經祈禱會(13/7周三)
早上9時(直播) ，晚上7時半 (大禮堂)

負責同工：李美儀傳道

查考經文：撒下20:1-26

上周出席 (早) 41人  (晚) 68人

線上瀏覽人數920(截至5/7)

會聞
◆ 產業保管委員會新一屆職員業經改選如下︰

主席︰黎達強，副主席︰譚永昌，書記︰馮

國雄，司庫︰趙麗文，副司庫︰李少強，任

期由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六月

三十日或下次改選為止。

差會代禱事項
東亞創啟地區的宣教士
宣教士所住的地區防疫措施非常嚴格，他們需

要每5天做一次核酸檢測，區內設置的檢測中心

只供當地居民使用，宣教士需要前往較遠的指

定醫院做檢測，不然就不能進入商場、餐廳和

超級市場，影響日常生活。願主保護宣教士出

入醫院的腳步，賜他們心裡有忍耐和安穩，在

疫情下仍滿有主的喜樂和平安。

建堂代禱事項
感謝創始成終的父神：「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

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

子。」(腓1:6)求主賜建堂委員會委員有合一

的心，有美好的配搭，並從神而來的信心和勇

氣，堅毅不屈地去克服一切攔阻和困難，與政

府達成一致共識。求主激勵弟兄姊妹同心合意

不住為建堂禱告，並甘心樂意認捐及奉獻。耶

穌說：「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

事都能。」(可10:27)阿們！

訓練主日專題講座暨
2021-22年度訓練事工證書課程、

耆壯部導師訓練班畢業禮
日期：7月10日（本主日）

時間：下午2:15-4:15

地點：大禮堂

主題：信仰視野看科技

講員：黃國維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金新

宇教席副教授-神學科)

程序：頒發證書、見證分享、訓勉及差遣，專

題講座。

音樂部事奉╱訓練人員招募
宗旨：藉著詩歌榮耀神，以音樂的美和力量傳揚

福音訊息，帶領會眾以音樂為祭獻給神。

1. 詩班員  2. 少年詩班員  3. 弦樂組成員

4. 少年弦樂組成員

練習時間及程度要求：

請登入https://reurl.cc/7DbLz5 或掃描 

申請詳情：

請登入https://reurl.cc/6ZbYDM或掃描 

截止申請：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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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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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請具函履歷表、近照及要求待遇，電
郵至recruit@baptist.org.hk，或寄九龍亞皆老
街206號九龍城浸信會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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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KpZqnR


耆壯部進修日
題目：人際界線、與人結連

日期：7月31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大禮堂

講員：任敏兒牧師(前宣道會沙田堂主任牧師)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普通話事工 
1.招募「廣東話班」助教
今年九月開始，服侍來港讀書的內地新生，網

上課程(zoom)，共8堂，每堂1.5小時，前半小

時觀看老師教學視頻，後一小時由助教協助帶

領學生小組會話，現需要大批助教義工。 

2.招募「親善家庭計劃」接待家庭
本計劃旨在為來港求學的內地本科新生，配對

本地接待家庭，讓他們得到適切的關顧，使他

們認識本港的文化，並儘快適應大學生活。

3.招募「亦師亦友計劃」導師
一年制的計劃，由校內及校外豐富人生經驗的

專業人士擔任導師，關顧學生。

報名請登入連結https://reurl.cc/A7eRAj或掃描

QR code或於辦公時間到602室，8月7日截止

查詢：李德劍弟兄(電話:27674236)

         電郵:djli@baptist.org.hk

         劉銳鋒傳道(電話:27674325)

         電郵:joshualiu@baptist.org.hk

關顧部栽培員訓練課程
初信成長八課
日期：8月16日-9月27日(二)、10月3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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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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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詳情請掃描QR Code)

查詢：張慰玲同工(電話:27674200 )

兒童手鈴班
日期：8月9日至8月19日(逢禮拜二至五）

地點：704室/710室/4樓禮堂(詳情請參閱報名表)

時間：A班(上午11:00-中午12:15)

         B班(下午2:00-3:15)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每班名額12人）

導師：林嘉穎姊妹

學費：$480(另按金$100，出席6堂或以上，愛

惜手鈴的學員可取回）

截止日期：7月24日 (請到會友服務處報名)

註：參加者須具良好的視譜能力，以及盡量能出

席所有課堂；若人數眾多，或須進行簡單面試。

耆壯佈道會
主題：雨中彩虹
日期：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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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颱風影響，佈道會改期，請弟兄姊妹
繼續邀約未信親友赴會，只設現場。

訓練事工課程：「四步研討」查經
研讀書卷：但以理書 & 撒迦利亞書
日期：9月6日至12月20日(逢禮拜二，共14課)

時間：晚上班(下午7:30-9:30)，早上班暫不招生

形式：網課授課

報名：請掃描QR code或登入連結

         https://reurl.cc/2Znbnv

查詢：方憬仁傳道(電話:27674291)

截止：7月24日

兒幼部親子活動日「奔FUN大冒險」
日期：8月14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4:30

集合地點：大禮堂

主題：基督是主──與己與人結連

內容：親子歷奇遊戲、攤位遊戲、跳彈床(豐富

獎品)

名額：150人(因仍有限聚令，額滿即止)

報名：請掃描QR code或登入連結

         https://reurl.cc/vdz4py

傳道部個人佈道組消息
啟德、樂富、龍翔長者鄰舍中心探訪
8月7日(主日)個佈組出隊，弟兄姊妹預約到樂

富、龍翔長者鄰舍中心探訪長者與傾談問候(請

按所報時段到達中心)。

三段時段：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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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

注：8月7日(主日)街頭佈道(九龍城、

      土瓜灣、啟德)

https://reurl.cc/A7eRAj
https://reurl.cc/2Znbnv 
https://reurl.cc/vdz4py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腓2: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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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方兆雄牧師 記錄：張淑儀姊妹

興旺福音 同勞同心

引言
在暴風雨之下，你心中所記掛的是甚麼？當有點餘暇時，你又會如何善用時間呢？在這世代中我們可以怎樣

興旺福音？但願今天保羅的書信段落對我們有一些提醒。

保羅有意差遣提摩太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叫我知道你們的事，心裏就得着安慰。」(腓2:19)保羅很關心腓

立比教會的信徒，這在書信第一章已看到。保羅欣賞他們興旺福音，也更關注他們怎樣活出這福音。保羅在腓

1:27教導他們：「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又在第2章教導他們「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

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2:4-5)、「……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

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腓2:15-16)

保羅在腓2:19-30介紹兩位將被差往堅固腓立比教會的同工──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保羅因為「實在掛念你們

的事」(腓2:20)，以及希望知道他們的情況，以便「心裏就得着安慰」(腓2:19)。古時的通訊不及現代發達，只

能靠書信往來或差遣可靠的同工親身接觸並匯報情況。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會差提摩太？他為何獲得保羅如此信

任？提摩太是由保羅親自提攜參與事奉的。提摩太從小就明白聖經，都是他母親和外祖母的功勞。「想到你心裏

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基心裏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提後1:5)提摩太有深厚

的聖經基礎，雖然年輕，但在他信仰的成長以及生命的見證，都有很好的名聲，所以「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都

稱讚他。」(徒16:2)

保羅、西拉帶同提摩太參與宣教旅程，曾經在腓立比、帖撒羅尼迦、庇哩亞傳道。之後保羅先去雅典，留下

提摩太和西拉在庇哩亞去堅固剛成立的教會。後來，保羅亦派提摩太到哥林多、帖撒羅尼迦，堅固當地教會的弟

兄姊妹(林前4:17；帖前3:1-2)。約在主後60年，保羅在羅馬被囚時寫下四封監獄書信(弗、腓、西、門)，其上

款都提及提摩太的名字。當時提摩太應在羅馬照應保羅，因為有兩封信都是給予提摩太的，當中提後1:2說：「寫

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保羅自知快要殉道，於是寫信請提摩太趕緊前來，向他交待後事，足證他們相互的信

任和在屬靈裏深厚的情誼。

保羅的掛心
為何保羅在書信上要提及提摩太，並對他大加讚賞呢？保羅是要讓腓立比信徒效法在福音上盡心盡力的同

工。保羅真誠地分享他的憂慮：「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們的事。」(腓2:20)這句經文的正面意

思是明顯的：保羅很掛念腓立比的信徒。然而，為何說沒有人與他一樣掛心信徒呢？甚至在腓2:21提到：「別人

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其中一個可能性，是保羅在表達他的感受──其他人都沒有如他般在

意、掛念腓立比信徒的情況，但保羅就像父母般關心和着緊他們。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保羅在寫這兩句話時，想起某些人──某些只求自己的事，不求耶穌基督的事的人。首

先，這是指在生活上，耶穌基督只不過是他生命的外圍，偶爾才會想起，教會在他們眼中也只是一個社交場合，

可有可無。他們平時會將耶穌放一旁，當遇到困難時才會親近主或返教會。今年教會的主題「基督是主」，意思

是基督不單是我們的救主，將我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更是我們生命的主，要在我們生命中居首位。如果只求自

己的事而不求耶穌基督的事，這便不是神所喜悅的。

其次，也是在保羅眼中更不該有的表現，就是視主耶穌基督以及福音為工具，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有的傳

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腓1:15-17)雖然

保羅認為福音能被傳開就應喜樂，但這只是因為他以福音為先的氣度。腓3章則會論到另外一些已有一定地位、

靠着律法在肉身誇口的人，他們表面上是傳揚福音，但實際上卻是拉攏信徒守舊約律法，從而壯大猶太傳統並藉

此逼使新教會給予他們同等的體面及尊重。

提摩太的見證
然而，提摩太卻有一個很不一樣的生命。他是一位以主耶穌基督的事為先，以及與保羅同心記念腓立比信徒



興旺福音 同勞同心

的同工。「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腓2:22)「明證」原文dokime是指一個人被試驗過，其品格是值得信

賴的意思。這就像現代的「品質認可證書」，但提摩太不單有保羅認證，更有腓立比信徒以及跟他合作過的同工

作證。

對保羅來說，提摩太的「明證」是甚麼？就是他與保羅的合作無間：「……興旺福音，與我同勞……」(腓

2:22)「興旺福音」不用多解釋，提摩太跟隨保羅的宣教團隊穿州過省，在不同城市裏與保羅、西拉和其他同工

為福音而奔波，這些在徒16章起有記載。至於「與我同勞」的「同勞」原文是Doulos，是指奴僕的意思。「同

勞」這個詞語就是奴僕的動詞，保羅說「與我同勞」的意思，就是提摩太和保羅一樣，為了福音的緣故，一起為

主耶穌基督「作奴僕」──為了讓人能夠聽聞福音、信靠主耶穌得救而任勞任怨，將主的事放於首位，自己的利

益則放在後面。正如主耶穌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一樣；提摩太也有謙卑和順服的品格，

完全不嫌棄保羅為福音被囚，仍然忠心的掛念弟兄姊妹，願意聽候保羅的差遣。

提摩太不單做福音的工作，更活出信仰，待保羅就如「待父親一樣」(腓2:22下)。提摩太不認為自己純粹是

一個信差，又或視傳福音為工作，而是對待保羅好像兒子待父親一樣。保羅被囚，在起居及心靈上亟需人關心、

接濟，提摩太便擔當了重要的角色。所以，保羅可以將重任託付給提摩太，甚至在當時的處境，保羅仍然暫時留

他在身邊，腓2:23：「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就盼望立刻打發他去」，意思是保羅自信將會獲釋並可以上

訴至凱撒，此時不會殉道，因此他說：「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腓2:24)他深信如神允許，自己將必可以

再到腓立比教會。

思想與行道
一、主內一家的意思

保羅與提摩太情同父子：「……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腓2:22)我常常在城浸

家遇到一些聰明有禮、做事認真的年青人，他們願意委身，有很強的解難能力，又懂得聖經的原則，令人十分欣

賞。後來才知悉，他們原來是在城浸服事多年的會友、部員或長執的子女(甚至是孫兒女)，真是令人感恩。有提

摩太般良好品性的弟兄姊妹，是能夠成為今時今日的「保羅」們──宣教士、牧者長執等的得力助手甚至搭擋，

對興旺福音大有幫助。「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22:6)

家庭的信仰教育十分重要，但也要留意現實：每顆種子也有不同的生長時間，神在人心裏運行，成就祂的美

意也有自己的主權和計劃。同樣，子女對耶穌基督的福音也不一定會有即時的回應；或許在日後經歷挫敗和苦難

時，意識到不單要求自己的事，更要求耶穌基督的事，重新向主委身也有可能。另一方面，社會環境急速變遷、

資訊爆炸，家庭也面對着種種困難時，教會在城市的信仰和道德缺口中便佔了很重要的位置。城浸過往領受了神

很多的恩典，也有很多恩典可以傳遞，盼望我們能作出調整，多接觸福音群體，讓未有信仰背景的慕道家庭參與

並融入其中。

當我細味「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腓2:22)這句話時，心中不無感動。保羅派提摩太到以弗所教會服事之

時，寫信給他，即提摩太前書，稱他為「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1:2)在此看到主內一家的意思。我們

都希望教會有承傳，單純的給予機會是不夠的，最理想是好像保羅一樣，帶領着他們一起事奉，自己成為他們學

效的榜樣。你有沒有提攜、帶領年輕人在教會服事，甚至建立像屬靈父母或兒女的關係呢？ 

二、興旺福音、同勞同心
「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腓2:21-22)基督徒理應以基督

的事為念，我們可以檢視一下自己的生活，平日所思所想的是甚麼？你用手機瀏覽的是甚麼資訊？你的時間花在

甚麼地方？令你興奮雀躍的又是甚麼？你在生活上是否只追求自己的事？這是無可厚非的，然而我們有否把握或

爭取機會傳揚福音或與人分享見證？我們平常又有多少求主耶穌基督的事？

另一方面，我們不一定要刻意做些甚麼事情讓人看見，而祈禱支持也是同樣重要的。興旺福音，固然需要弟

兄姊妹作見證、傳福音，讓人認識主耶穌，邀請人來到佈道聚會以及活動，在福音的前線上打屬靈的爭戰；但也

需要弟兄姊妹在後方支援──花時間心力在祈禱上的勇士，記念及支持普世的福音工作、支持教會差派的宣教

士、教會的福音事工、外展事工等等，也是興旺福音的屬靈爭戰上同勞同心的工夫。

另外，從提摩太的見證，也看出在基督裏的誠信十分重要：忠心、不計較、肯付出，如此便能讓人放心將責任

甚至生命託付給你。有時候，在教會中備受重用的人不一定需要恩賜、才幹出眾，反而可靠的人往往來得更可取。

不論是金器銀器、木器瓦器，有願意事奉主、服事人的心，樂意委身、意念純潔，就必被主所重用(提後2:20-21)。

結語
今天的經文提醒我們，該怎樣多關心主耶穌基督的事。在你的生活裏，耶穌基督到底只是點綴，還是居於首

位呢？主內一家，在教會裏，誰是你的屬靈父母或兒女？面對社會急速變遷，我們該怎樣興旺福音，同勞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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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如何面對邪術占卜？ 

在舊約申命記中，摩西指出選民不可學效迦南人的邪術習俗，因這是神

所憎惡的道路（申 18:9 下、12）。耶和華神會為他們興起先知摩西去傳揚神

的心意。今日耶穌基督，就是那位至偉大的先知，祂已將神的真理留給我們，

成為我們人生的手冊和指引，上主的啟示就是完全之路（參申 18:13），為要

叫我們得着最好的益處。 

「你到了耶和華你神所賜之地，那些國民所行可憎惡的事，

你不可學着行。你們中間不可有人使兒女經火1，也不可有占

卜的、觀兆的2、用法術的、行邪術的、用迷術的、交鬼的、

行巫術的、過陰的3；凡行這些事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因那

些國民行這可憎惡的事，所以耶和華你的神將他們從你面前

趕出。你要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作完全人。因你所要趕出的

那些國民，都聽信觀兆的和占卜的，至於你，耶和華你的神

從來不許你這樣行。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

興起一位先知像我，你們要聽從祂。」(申 18:9-15) 

人世間風起雲湧、變幻莫測、福禍無常，人類面對不可知的未來，常感徬

徨無助，缺乏安全感，便渴求「神明」指點迷津，甚至洞悉天機、穩握命數。

古今中外、歷代的人往往會運用自己的想像力，去推想和塑造合乎自己「使

用」的神明，又去推理甚麼的做法才得以與神明溝通，更去測斷神明的心意、

指引和技法。可惜，人想藉邪術占卜求平安，卻被占卜所困擾，引致更憂慮、

恐懼和疑惑，頓失平安。事實上，人可以未卜就先知道罪人的結局是沉淪，怎

                                                                 
1 即用火焚燒自己的兒女向神明獻感恩祭，通常與敬拜摩洛有關。 
2 可能指某些降神通靈的活動。 
3 指某類求問亡靈的通靈術士。彷彿這些亡靈對人世間的事務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 



樣問卦也不會得到永恆生命的福樂。然而聖經的啟示卻早已指點我們，「……

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

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

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羅 1:21-23）當人以為

自己可以「造」神並操控祂的時候，心思就變得虛妄，愚頑的心就迷糊了。 

為何神禁止祂的子民去行這些邪術？原因大致有三個：(一)在上主的眼中，

占卜、法術和通靈始終與拜偶像無異，都是世人的創作，以偶像代替真神。

(二)這是操控神明的手段，為的是使自己得利益。是否藉着譯解某些靈媒的說

話或自然界的徵兆，甚至星座、竹籤、生肖、相書、紫微斗數等的東西，人便

可趨吉避凶？究竟人的命途在誰手中？(三)人將安全感建立在虛浮的事上，結

果反而使自己受害4；再者，靈媒或相士不負責任的行為及言論，只會令人誠

惶誠恐度日，並不帶來平安；他們不能救人也無從自救，即所謂「泥菩薩過

江，自身難保。」5神深愛我們，不希望我們受驚嚇、惶惶不可終日，被邪靈

操控。 

一直以來，不同的電台、電視或無數的網絡視頻都製作不同類型有關靈

異的影片，就是看準人的心理需要及好奇心。我們或許對自己的人生充滿焦

慮、徬徨與不安，但請謹記我們的命途全在神手中。「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

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參箴言 3:5-7）在新約使徒

行傳曾數度提到一些術士，並指他們是撒但的工具，牠們每一次都敗於神的

大能之下（參徒 8:9-25，13:4-12，19:11-20）。啟示錄對占卜邪術的批判更是

嚴厲，「……仍舊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還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

聽、不能走，金、銀、銅、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們那些凶殺、邪術、姦

淫、偷竊的事。」（啟 9:20-21）世人「當神冇到」，心靈因此暗昧無光，以

其他偶像代替神，被邪惡勢力佔據的結果是死在罪中。然而，耶穌基督已在十

字架上勝過撒但黑暗的權勢，基督的救贖帶來驚天動地、無遠弗屆的成效，詭

                                                                 
4 「站起來吧！用你從幼年勞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許多的邪術；或者可得益處，或者可

得強勝。你籌劃太多，以致疲倦。讓那些觀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說預言的，都

站起來，救你脫離所要臨到你的事。」(參賽 47:12-13） 
5 「……他們要像碎稭被火焚燒，不能救自己脫離火焰之力…。」(參賽 47:14） 



計多端的惡者之奸狡終被識破而無所遁形，因此我們可高唱得勝的凱歌。「弟

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吧！只是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

道自己的時候不多，就氣忿忿地下到你們那裏去了。」（啟 12:11-12） 

「隱祕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

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申 29:29)「明顯的事」就是摩

西在前面共廿五章經文所闡釋的律法書，就是神的話語，這教導給以色列民

帶來了順服的責任，若遵行便蒙神的賜福，不然便遭神的咒詛。在這彎曲悖謬

的世代，要站立得穩，勿主動接觸靈界邪術事物，卻要細聽神的啟示，就是神

所賜的禮物──祂自己的說話，每天研讀、聆聽、細嚼、反思並踐行。弟兄姊

妹，深信你定會在上主啟示的完全之路和可憎之道路上有最明智的選擇。 

 



 

主要服侍來港升學的內地生， 

服侍內容：包括廣東話班助教、親善家庭計劃、亦師亦友計劃 

 

親愛的主內肢體，衷心感謝你們分別參與「廣東話班助教」、「親善家庭計劃」、「亦師亦友

計劃」的服侍。我們將於 8月 14日下午 2:30-4:30在教會六樓禮堂舉行「迎新事工啟

動禮」，屆時將會有事工的簡介，請弟兄姊妹務必預留時間出席，謝謝垂注！ 

 
查詢： 

劉銳鋒傳道，電話：2767 4325  電郵：joshualiu@baptist.org.hk 

李德劍弟兄，電話：2767 4236  電郵：djli@baptist.org.hk 

註：下載的申請表格填寫後請交回到 601、602 室 

網上報名 

廣東話班助教   
今年九月開始,服侍來港讀書的內地新生，網上課程（zoom），共 8堂，每堂

1.5小時，前半小時觀看老師教學視頻，後一小時由助教協助帶領學生小組

會話，現需要大批助教義工。 按此報名 或掃瞄 QR CODE 
 
理大親善家庭計劃報名 

本計劃旨在為來港求學的內地本科新生，配對本地接待家庭，讓他們得到適切的關顧， 

使他們認識本港的文化，並儘快適應大學生活。現需招募大量接待家庭。 

 按此報名 
 

理大亦師亦友計劃報名 

一年制的計劃，由校內及校外豐富人生經驗的專業人士 

擔任導師，關顧學生， 

包括：1.協助同學適應校園生活，2.建立人際關係， 

3.尋索生命目標，4.培育生命特質，5.計劃未來方向。 

 按此報名 
 

浸大親善家庭計劃報名表 

本計劃旨在為來港求學的內地本科新生，配對本地接待家庭，讓他們得到適切的關顧， 

使他們認識本港的文化，並儘快適應大學生活。現需招募大量接待家庭。 

按此 英文報名表下載 

按此 中文報名表下載 

 

mailto:joshualiu@baptist.org.hk
mailto:djli@baptist.org.hk
https://forms.gle/Z2pYp7jZtKn6iZV6A
https://forms.gle/KcXQTDuYyydPpPRB8
https://forms.gle/ZpVqsqjh5zWLXxjK8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3nXi4SkxAr1m1UJbLKH4PWk7qHwJ5w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TS5MxzB6rhCNSGr7e3Xxw_cWCCIJnz0/view?usp=sharing


兒幼跆拳道體驗班 A/B
日期: A班 (3-5歲)  8月22及29日 |        

下午2:00-3:30 
B班 (6-10歲) 8月17及24日 | 

下午2:00-3:30
地點: 本會8樓禮堂
導師: 葉展旻教練
每位: $100

網上報名
https://reurl.cc/ErNq6n

Bun Fun 做吓輕黏土 A/B
日期：A班 (對象:5-7歲|名額：8) 

8月16及23日(二) | 下午2:30-4:30 
B班 (對象:8-12歲|名額：10)
8月18及25日(四) | 下午2:30-4:30  

地點：本會704室
導師：許斯斯導師
每位：$100 (包材料費)

創意設計小畫家[STEAM] A/B
日期：A班 (對象:5-7歲|名額：15)  

8月15及22日(一) | 下午2:30-4:30 
B班 (對象:8-12歲|名額：15) 
8月19及26日(五) | 下午2:30-4:30

地點：地庫B01室
導師：施德燕導師
每位：$100 

兒童Bun Fun舞蹈班
對象: 8-12歲 | 名額：10
日期：8月15,22日(一) 及 8月19,26日(五) |

上午11:30–1:00
地點：外展中心A05-07室
導師：CARMEN導師
每位：$200

Bun Fun 小手工班 A/B
日期: A班 (對象:8-12歲|名額：20) 

8月16日(二) | 下午2:30-4:30
B班 (對象:5-7歲|名額：20) 
8月18日(四) | 下午2:30-4:30

地點: 本會8樓禮堂
導師:韋桂沂導師、劉少鳳導師
每位: $50 (包材料費)

Bun Fun 興趣班

https://reurl.cc/ErNq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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