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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燕紅

二○二二年七月十六至十七日 周六崇拜：下午6:00  主日崇拜：上午8:30, 10:00 ,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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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任+) 梁明財(義務顧問)

吳彩虹(牧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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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 Prelude in D Minor (Johann Pachelbel) ....................譚浩文弟兄

                    (早、午) Savior, Thy Dying Love (Van Denman Thompson)............嚴仙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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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首 讚美耶穌................................. 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曹啟明傳道   勞家怡傳道   姚禧嘉傳道   方憬仁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六、清) Sarabande (G. F. Handel)............................譚浩文弟兄

                                           (早、午) Savior, Like a Shepherd Lead Us (Dale Wood).......... 嚴仙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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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譚永昌執事   黃華駿弟兄   梁國輝弟兄   何燕萍姊妹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潘慶輝弟兄   吳晃榮弟兄   張達賢弟兄   陸錦輝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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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清) Fugue in D Major (Johann Pachelbel)

                                                            (早、午) Larghetto (G. F. Handel)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敬老主日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領詩：卞星們弟兄   黃念郇弟兄    陳惠良弟兄  許文森弟兄
指揮：阮詠恩姊妹   黃念郇弟兄    阮詠恩姊妹  黃念郇弟兄
風琴：譚浩文弟兄   譚浩文弟兄    嚴仙霞姊妹  嚴仙霞姊妹
伴奏：宋加恩姊妹   趙彥文弟兄    宋加恩姊妹  蕭碧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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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詩   Anthem ..................................................The Lord's Prayer..........................................詩     班
                                         曲：Albert Hay Malotte，編：Carl Deis，版權屬G. Schirmer, Inc.，詞：馬太福音6:9-13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i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our debts,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ever. Amen, amen.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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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興旺福音 竭力盡心 (腓2:25-30).............................方兆雄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422首 恩惠主宰....................................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曹啟明傳道   勞家怡傳道   姚禧嘉傳道   方憬仁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378首 每日求主引領我.................................會眾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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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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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 Allegro (G. F. Handel) ...................................眾      坐

                                            (早、午) Hosanna in the Highest (David Pax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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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家威 劉漢華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謝仲軒 黃日東                 
主日早堂  潘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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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明遠傳道    講題：逆中見神 (出1:15-2:4)                       主席：陳   淳傳道    
          司琴：張曦雲姊妹    讀經：張廷偉弟兄    奉獻祈禱：周杏英姊妹    司事：挪亞成長班

11:45 

10:00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Those who have fallen asleep             
Presider: Ms. Irene Yeung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楊東英傳道     講題：造就生命的原則 (林前 8:1-13)
主席：洪佩茜傳道     領詩：梁崇安弟兄       司琴：徐寶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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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主日清早堂           367          

主日早堂              656        

主日午堂              490      

主日晚堂                21           

普通話崇拜             56

兒童崇拜               116 

English Worship        43

    每 日 讀 經 崇拜守則

 
 (日)  撒母耳記下    廿三1-17

 (一)  撒母耳記下    廿三18-39

 (二)  撒母耳記下    廿四1-25

 (三)  詩篇             三十二1-11

 (四)  詩篇             三十三1-22 

 (五)  詩篇             三十四1-22

 (六)  詩篇             三十五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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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線上
崇拜瀏覽總人數1890

(截至12/7)

兒童家庭小崇拜   56

實體崇拜總人數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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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

※1274

-

48

24

16

-

-

34

-

37

18



九龍城浸信會七月份會友月會議程九龍城浸信會七月份會友月會議程

日   期︰二零二二年七月廿七日(禮拜三)晚上八時                          地   點︰大禮堂
主   席︰方瑞文執事                   書   記︰楊思恩姊妹                   領   禱︰主   席

甲、報告事項
一、黃榮基傳道來函請辭，事奉至8月31日後離職。

乙、討論事項
一、以下六位弟兄姊妹因健康理由已於下述日期接受本教會牧師施行水禮，應否通過給 

  予其會籍案。

    建議︰通過接納如下──

接受水禮者 日期 負責牧師

1. 何妙嫻姊妹 6月5日 郭健民牧師

2. 謝雪貞姊妹 6月20日 馬穎儀牧師

3. 余燦煥弟兄 6月25日 郭健民牧師

4. 黎秀琼姊妹 6月28日 林少琼牧師

5. 李繼永弟兄 7月3日 馬穎儀牧師

6. 梁曼卿姊妹 7月9日 吳彩虹牧師

 

二、有關本教會在香港浸信會聯會二年任理事之空缺乙名，應推派何人補替案。

  建議︰推派曾智聰牧師補替郭健民牧師之餘下理事任期，任期至2024年4月30日。

三、執事會就2021年11月份月會第十四條提案諮詢法律意見後，認為無法妥善執行，

  因此建議連同與之相關的第十三條提案一併撤銷，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備註︰2021年11月份月會提案

 十三、鑑於香港培道小學來函向本教會申請借貸，執事會建議把以前從經費結餘項下撥

  給建堂基金的款項回撥 5,900 萬元至歷年經費結餘項，應否通過案。

  決議︰通過。

 十四、香港培道小學函請本教會免息貸款 6,000 萬元作擴校發展，並承諾由 2023年起，

  分六年歸還，校方提供四份物業作擔保，現教會授權產業保管委員會簽署合約，

  應否通過案。

  決議︰通過。)

四、本教會慈愛幼稚園(校舍地址︰慈雲山慈正邨正德樓地下)近年收生嚴重不足，社關 

  部提於2023年9月1日起該校停止運作，學生將安排轉到本教會幼稚園或區內學校

  繼續學習。有關計劃需要辦學團體負責費用不多於港幣1,000,000元，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五、梁耀明弟兄申請2022-2023年度神學教育進修助學金，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六、 應瀟鵬弟兄申請2022-2023年度神學生助學金，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七、 事務部建議使用「信安智能保安技術有限公司」為本教會按政府要求執行進入宗 

  教場所人士之防疫程序，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三個月合約期由2022年8月1日至10月31日，並授權事務部幹事代

   表本教會簽約。

八、 香港學園傳道會來函擬於今年8月4日(禮拜四)晚上6時30分至10時30分借八樓禮 

  堂舉行「暑期新生迎新計劃動員及裝備聚會」(University Freshmen Orientation  

  Kickoff)，並要求豁免借堂費用，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照借，豁免一切費用。

九、 人事委員會提聘請黃慧玲女士為本教會工友，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2年8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十、 人事委員會提聘請葉嘉茵姊妹為本教會傳道，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2年8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十一、人事委員會提繼續特聘柯秀鳳傳道，任期由2022年9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十二、下月月會主席應推何人擔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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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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周三)
早上9時(直播) ，晚上7時半 (大禮堂)

負責同工：馬穎儀牧師

差傳分享：泰國宣教(手鈴事工)

上周出席 (早) 50人   (晚)52 人

線上瀏覽人數855(截至12/7)

訃聞
◆ 李少豪弟兄、張廸如姊妹已安息主懷，求主

安慰其家人。

差會代禱事項
火焰國
◆ 約有50位歸主者參加7月初的退修會，盼望

他們能立志繼續參加學習班，認真實踐神的

話，屬靈生命得以成長。

◆ 為領袖們能建立謙卑和忠誠的生命，在生活

和事奉上能作信徒和未信者的榜樣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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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心組(癌關團契)
日期 : 7月17日(本主日)

時間 : 下午2:30

地點：四樓禮堂

主題：加油互勉分享周

音樂部誠徵暑期實習生
須為成熟基督徒，現屆大專音樂系學生優先，

協助籌劃和推動音樂課程活動，處理文書雜

務，懂操作電腦。有意者請電郵聯絡方兆雄牧

師：wilsonfong@baptist.org.hk

兒幼部親子活動日 
感謝大家踴躍支持，「奔FUN大冒險」已超額

報名。BUN FUN興趣班尚餘少量名額，歡迎繼

續報名。

敬老主日及特別獻金封
本教會預備了一份禮物送予出席「敬老主日」

崇拜聚會的65歲或以上會眾，亦在崇拜週刊夾

附「華人基督教聯會」敬老獻金封(籌募廣蔭頤

養院常年經費)，以鼓勵會友關懷長者，為長者

晚年院舍生活的需要，出一分力。收集到的捐

獻會全數轉交華人基督教聯會。

https://reurl.cc/KpZqnR


耆壯部進修日
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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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7月17日(詳情請掃描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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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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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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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日期：10月7日至12月16日(逢禮拜五，共11堂)

時間：晚上7:30-10:00

地點：六樓禮堂

講師：《把握時機》課程導師統籌

費用：優惠價港幣400元(差會委員港幣200元)                 

(把握時機課程原價港幣1,000元，費用

包括教材、畢業證書)      

對象：差會委員、成長班導師、福音部職員、

關心差傳的會友

名額：30人(須經由差會甄選，不合者將退回款項)

截 止：9月5日

主辦：九龍城浸信會差會

查詢：2767-4232聯絡梁素梅傳道
上述課程列入「進深班課程牧養
與教導證書選修科，DPS006」(兩學分) 

網上報名

https://reurl.cc/A7eRAj
https://reurl.cc/2Znb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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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路24: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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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曾智聰牧師 記錄：羅慕琳姊妹

靈性生命之旅

引言
訓練事工曾舉辦不同的講座、證書課程、「全民學堂」、「四步研討查經」、靈修、研經營等，然而我們學

習、訓練、裝備的目的是甚麼呢？今天的經文再次提醒我們，要與主同行、認識主，並以靈性生命轉化彼此的關

係。

臉上帶着愁容(路24:13-24)
以馬忤斯距離耶路撒冷約11公里，步行約需4小時。這兩位門徒在主復活當日離開耶路撒冷，在往以馬忤斯

的路上，他們臉帶愁容、沒精打采。從18-24節的對答可知，他們對主耶穌有一定的認識，並且對耶穌的事感到

失望。他們認為主是一位先知、有智慧的老師，對祂的事跡及教訓有深刻的印象。他們認為耶穌就是那位他們所

盼望、能救贖以色列人的救世主，但主耶穌卻被人釘十字架！他們可以準確地說出釘耶穌十字架的人有官府及祭

司，他們關心整件事的發展，過了三天卻懷着失望的心情離開耶路撒冷──這個曾帶給他們希望的地方。人生總

會有不同的際遇，有開心，也有傷心難過的時間，這時代又有疫症、戰爭、社會動盪等，不免令人感到沮喪、抑

鬱，看不見出路……正如這兩位門徒一樣，我們不免流露出失望的情感，然而這卻是與主相遇的時刻！靈修祈禱

生活就是把我們大大小小的事情和感受向主耶穌表達，其中的點點滴滴便是靈性生命旅程的開始。

耶穌在門徒困惑時，便臨到他們中間。同樣，當我們過着自己的生活並為各種事情、困局籌算或不解時，原

來主耶穌就在我們中間(其實祂一直都在)。我們要認信「耶穌在我們中間」，這是十分重要的！靈性經驗不一定

要很神祕、亮眼或充滿戲劇性，它可以發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每個時刻都可以經歷主，關鍵是我們能否察覺而

已。每位信徒都要捫心自問，並承認自己對神、對主耶穌仍有很多的不認識，甚至可能窮一生也未能掌握一切

(只有神才能掌握一切)。學習是一個更認識自己、更認識神的過程，可以讓我們更留意耶穌在自己生命中的作

為，從而令生命更有方向。雖說「學海無涯」，然而學習知識並非只為滿足求知慾，而是要建立一種生活態度及

人生取向、一種基督徒的生命質素──活得有方向、令人更謙遜、更願意受教。正如箴言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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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敬畏耶和華

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9:10)認識神並非只有知識性，而是包括關係──與神、與人所建立的

關係。因此，我們需要不斷學習及成長、邁向成熟，令生命更有方向。

與神同行叫我們更能經歷神。學習神話語固然能鞏固我們對神的知識，但更重要的是經歷神，讓生命更有方

向。主真實的臨在我們的生命之中，但我們是否有留意到呢？讀聖經、參與崇拜及成長班當然有幫助，原來在學

校、職場和人際關係圈子中亦可以經歷神！因此，我們實在需要有一套以基督信仰為基礎的價值觀，以回應現今

日新月異的挑戰及衝擊。近年訓練事工開辦多元化主題的短期課程──「全民學堂」，幫助弟兄姊妹裝備自己，

以應對現今急劇轉變的世代。同時，我們亦不能忽略屬靈生命的塑造，因為門徒生命是重中之重，更加需要花時

間及精神投入其中，一同學習及成長。

經文提到耶穌與門徒「彼此交談」，這正是「門徒生命與事奉證書課程」中「同行小組」的重點──學習不

止於知識，更要有生命的交流，因為在對話的過程中，可以非常具建設性及深度的。我們是否有留心，人與人的

對話也可以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去體會上帝？在猶太人的文化中，一天是由晚上開始的，這讓人聯想到原來每天要

先休息，然後將自己交託給神。每一天都是神的計劃，而非自己的計劃；我們每一天都要聆聽並跟隨神，主權在

神，而不在我。

選擇強留耶穌(路24:25-31)
門徒說沒有親眼見過復活的主，對婦女的說話又有懷疑，在失望且懷疑的情況下，耶穌與門徒繼續進一步的

「彼此交談」。主耶穌解釋整個舊約中指向自己的經文，讓兩個門徒都知道。他們越聽越被吸引，就在他們聽得



靈性生命之旅

投入時，他們差不多走到村子，而耶穌似乎想再往前行，當要離開他們的時候，他們以天黑為由強留耶穌。如果

他們當時沒有把握機會，耶穌就會離開，門徒便不會知道一直與他們講解聖經的人原來就是耶穌！我們是否有把

握每一個機會，而不是等到對事情「有感覺」才去學習、去經歷神呢？我們的確要常常留意身邊發生的事，因為

它們隨時是可以扭轉你對生命方向體會的機會。

成長是不進則退的，我們要盡力把握身邊出現的機會，從而不斷成長。在成長班裏，我們都渴望成長，但有

些弟兄姊妹可能已在教會多年，也參與各樣服事，令身心俱疲，所以會有熱情冷卻、想「退隱」的情況。生命的

確並非一味的埋頭苦幹，當我們達到一個迷失的地步，便會失去原初服事的方向及動力，也失落了一些至關重要

的事──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主耶穌，事奉的對象也是主耶穌。因此，我們的生命就是要不斷認識耶穌、經歷耶

穌、得着耶穌。

記得十多年前，當時在教會事奉了約十年，我開始感到迷失、失去方向，於是走上了進修之路。起初只是希

望充實自己、整理多年的牧養心得，誰知讀了一科又一科，十分忙碌，直到最後要交論文，經過反覆討論及遞交

提案後，始終未能完成學業。在過程中，有機會接觸到「屬靈導引理論與實踐」，當時有很深的體會，結果毅然

決定轉校，攻讀另一個為期三年的課程。回望這段心路歷程有好些體會，即使兜兜轉轉，亦不感到枉然。雖然比

別人多繞了些路，目標、終點亦有所不同，但因着找到自己的方向，我依然覺得是值得的。縱然距離終點還有漫

漫長路，但至關重要的，是我清楚有主耶穌的帶領，即使迂迴曲折一點也未嘗不可。當中的過程就是體會、認

識、經歷、得着耶穌的過程。

我們每個人都有神所賜的獨特生命方向及計劃，教會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參與才能集各人所長、互相配合，

建立多元而合一的群體。我們只要看清楚神帶領的方向，就可以勇往直前；有時或會感到迷惘，就像摸着石頭過

河的信心經歷，但每當你願意行出一步，就會經歷多一點，再多行一步又多一點。門徒由無知的人到耶穌給他們

講解明白，再到強留耶穌……他們的生命在一步一步的不斷轉化。最後，「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他來。

忽然耶穌不見了。」(路24:31)深信門徒在整個過程都有非常深刻的體會。

門徒在「吃飯時認出耶穌」。「吃飯」是在聖經或福音書經常出現的場景，這再次提醒我們要留心生活日

常，因為隨時也可能成為遇見主的靈性經驗。將每天的日常生活與主耶穌的經驗結連，「認出耶穌」同時也是一

個與主相遇的重要時刻。感謝神邀請我們從「陌路人」成為「同路人」，又再進展成為「朋友」、「師生」，最

後邀請我們讓神「作主人」。事實上，主耶穌一直不離不棄的與我們同行，只是我們偶爾對祂視而不見，以致回

復「老我」而已。

有時候，耶穌的確會刻意的「忽然不見了」，但有時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犯了罪想逃避神所致，而靈性經驗亦

有所謂的「靈枯」、「靈性枯竭」或常說的Burn Out(即筋疲力盡)。盼望有神臨在的興奮雀躍固然是好，但「靈

枯」其實也可以是經歷主的寶貴時刻──經歷抓緊主所賜下的禮物、祂曾同在的溫暖，因此「耶穌忽然不見了」

的體會雖然真實，但亦不至於動搖我們的信仰。即使靈性經驗的確有起有跌，但我們也無需要刻意「製造」神同

在的屬靈經驗，以肯定自己的信心或自我價值，我們要讓「主」真正作主，這樣的「放手」其實是出自一份煉淨

過的信心。無論身處任何境況(黑暗或光明)，其實都是一樣，只要憑着對神的信心、盼望、愛心去生活，並且認

定每天有主同在，縱使有不明白的時候，只要緊緊抓着耶穌的帶領、聖經的提醒，那麼，每一個生命的機遇都可

以是神動工的地方。

心裏火熱，立時起身(路24:32-35)
回想讀聖經、祈禱的經歷，是否叫我們的心火熱起來呢？正如剛才提及，我也曾經歷過迷惘及艱難的階段，

回望過去，這樣的經歷其實可以換來反思的機會，也可以令自己成長。重溫經驗絕對有其價值及作用，因此歷世

歷代所鼓勵的自省方法如寫「靈程札記」或日記等，實在有其價值。這兩個門徒因着他們的經歷能夠「立時起

身，回耶路撒冷去」(32節)，這與之前灰心失落的狀況形成強烈對比。「立時起身」的動作非常突出，原來反思

與行動並沒有互相矛盾，靈性經驗並沒有與日常生活脫節，而是伴隨各人內在生命的轉化，以致能夠一鼓作氣、

立時以行動去回應。門徒曾以「天黑」為由強留耶穌，而現在他們卻無視難阻，一口氣再用四小時連夜返回耶路

撒冷，並向其他門徒述說他們的經歷。

結語
每一個認識並經歷耶穌的人的生命必然會改變。我們是否希望自己的生命都有所改變？這便要視乎我們的決

心有多大！主耶穌與我們對談，使我們成長，而我們也一邊認識、經歷、得着和認出耶穌。縱使有看不見耶穌

時，在回望反思後，便可以立時起身，向人述說主的榮耀。以下是我靈性旅程的小小總結：「靈程路上，高山低

谷，悲喜交集；有主同行，倍覺輕鬆；回望反思，堅守信心；心被恩感，常頌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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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2022年 10月 7日 至 12月 16日 （逢周五，共十一堂） 

時    間：晚上 7:30 – 10:00 

地    點：六樓禮堂 

費    用：優惠價港幣 400元  (差會委員港幣 200元)  

  (把握時機課程原價港幣 1,000元，費用包括教材、畢業證書)         

對    象：差會委員、成長班導師、福音部職員、關心差傳的會友 

名    額：30人 (須經由差會甄選，不合者將退回款項)    

網上報名：按此 https://forms.gle/gPsxGs6Ksoo2BokP6 或  

掃瞄二維碼 

截止日期：2022年 9月 5日    

主    辦：九龍城浸信會差會 

查    詢：2767-4232聯絡梁素梅傳道 

 

 

上述課程列入「進深班課程牧養與教導證書選修科，DPS006」(兩學分) 

           

《把握時機》 

宣教生命課程 

https://forms.gle/gPsxGs6Ksoo2Bok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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