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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燕紅

二○二二年七月三十至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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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我仰望著祢》.....................................羅明輝弟兄

                       Ich ruf zu dir, Herr Jesu Christ, BWV 639 (Johann Sebastian 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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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首 美哉主耶穌............................... 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馮慧敏傳道   謝仲軒傳道   羅明遠傳道   張志堂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我們是基督徒》...........................................羅明輝弟兄

                                   Wir Christenleut (Wilhelm Friedemann 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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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21.........司徒慶然執事  關錦昌弟兄   饒麗嫺姊妹  梁崇安弟兄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葉文菁姊妹  趙恩望弟兄  莫廣南弟兄  張啟文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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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o Adagio in D Minor, H352 (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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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成弟兄   黃念郇弟兄    王堅臣弟兄  黃念郇弟兄
指揮：黃念郇弟兄   姚鳴德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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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穎珊姊妹   趙彥文弟兄    廖穎珊姊妹  廖穎珊姊妹 



獻      詩   Anthem ...................................................O Breath of Life............................................詩     班
                      曲：Pepper Choplin，詞：Bessie Porter Head, 1914，版權屬EverGreen Morning Press, 1999，中譯：李文珊 

 

祈禱時間   Pastoral Prayer .............................................................................................................會      眾
講      道   Sermon .............................講題：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 (腓3:12-16)..............................方兆雄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505首 當一心信靠真神................................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馮慧敏傳道   謝仲軒傳道   羅明遠傳道   張志堂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321首 有福確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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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稱謝祢》Ich dank dir schon (Johann Christoph Ba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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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素梅 劉漢華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鍾志賢 黃日東                 
主日早堂  魏文俊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方憬仁 黃日東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李嘉焯傳道    講題：苦難中的榮耀 (彼前4:12-19)               主席：陳詠恩傳道    
          司琴：徐寶頤姊妹    讀經：潘美玉姊妹    奉獻祈禱：董淑儀姊妹    司事：亞倫成長班

11:45 

10:00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Awake and S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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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基督 (腓2:5-11)
主席：羅月荷姊妹     領詩：卞星們弟兄       司琴：蕭碧茹姊妹

獻詩簡介

1. O breath of life, come sweeping through,
    revive Your church with life and pow’r; 
    O breath of life, come cleanse renew, 
    prepare our lives to meet this hour.
2.  O breath of love, come breathe within,
    renewing mind and will and heart;
    Come, love of Christ, teach us to love,
    revive Your church in ev’ry part.
3. Revive! O wind of God, move through Your
    church, come bend and break as to Your will; 
    Then by Your tenderness remold, 
    that as You break us, come remake us as Your own.
4.  O heart of Christ, broken for us, 
    in You we find our strength and rest;
    Receive our hearts, broken and weak,
     and let Your waiting church be blest.
5.  Revive us, Lord, why are we still, 
    while harvest fields are vast and white?
    Revive us, Lord, the world awaits;
    Raise up Your church to spread the light!
O breath of life, O breath of love, O wind of God, 
breathe within our hearts.

1. 生命靈氣、求吹遍全地，
    復興教會使有生命能力；
    生命靈氣、更新潔淨，
    使我們迎接時代挑戰。
2. 愛的靈氣、求吹進我心，
    重新改造心靈意志；
    基督之愛、教我們彼此相愛，
    教會內外皆得復興。
3. 真神靈風、求吹進教會，
    粉碎自我，服從祢旨；
    基督溫柔重新陶造，
    謙卑新人作主器皿。
4. 基督之心為我們破碎，
    求使我們得力，安息，
    接納憂傷痛悔心靈，
    教會等候主賜厚恩。
5. 求主復興！為何閒懶？
    莊稼已熟等待收成，
    全地等候，求賜熱忱，
    將主光輝傳遍世界。
生命靈氣、愛的靈氣、真神靈風，
求吹進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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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主日清早堂           364          

主日早堂              586        

主日午堂              507      

主日晚堂                18           

普通話崇拜             52

兒童崇拜               103 

English Worship        46

    每 日 讀 經 崇拜守則

 
 (日)  詩篇       四十三1-5

 (一)  詩篇       四十四1-26

 (二)  詩篇       四十五1-17

 (三)  詩篇       四十六1-11

 (四)  詩篇       四十七1-9 

 (五)  詩篇       四十八1-14

 (六)  詩篇       四十九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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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線上
崇拜瀏覽總人數2450

(截至26/7)
兒童家庭小崇拜   67

實體崇拜總人數 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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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

※1299

-

38

24

15

-

-

37

-

4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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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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舉行期間(3/8、10/8)，

早、晚查經祈禱會暫停

上周出席 (早) 53人   (晚)65人

線上瀏覽人數897(截至26/7)

訃聞
◆ 鄭朝棟弟兄已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會聞
◆ 東利道建堂計劃暫收款綜合收據已於本周寄

發給各會友，此收據只能作記錄用途，不

能作扣稅用途，如未收到或欲查詢，請致電

27674212與同工梁小姐聯絡。

差會代禱事項
普通話事工
◆ 為慕道的朋友及初信的弟兄姊妹禱告，願主

開啟他們的心竅，聖靈引導他們明白神的話

語，又願他們投入崇拜及團契聚會，繼續積

極尋求認識神及靈命成長。

◆ 為將要受浸的弟兄姊妹禱告，願主堅固他們

的信心，又願他們在主裡繼續積極追求成

長，作主忠心的門徒。

耆壯部進修日
主題：人際界線、與人結連

日期：7月31日(本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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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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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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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播港九培靈研經會
教會於8月1-10日按港九培靈研經會日程，開

放6樓禮堂或大禮堂轉播各堂聚會。祈禱會及崇

拜安排如下：8月3日和10日的周三查經祈禱會

暫停，8月6日周六主餐崇拜提早於下午5:15舉

行；8月7日主日晚堂崇拜亦會暫停。

駕車會友注意
◆ 因8月14日(主日)下午本教會舉行聚會，地

庫停車場於下午5時才可回復泊車。

◆ 因8月15日(一)上午本教會舉行聚會，地庫

停車場於下午2時30分才可回復泊車。

https://reurl.cc/KpZq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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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74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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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佈道大會
主題：多慶幸跟祢遇上

日期：12月10日 (禮拜六) 

時間：晚上7:30

講員：陸倫泉牧師(本教會差會主任)

見證：王寧添博士(本教會執事)
請禱告記念，求主使用，多人歸主。

本地差傳歷史團–福臨香江陸路行
日期：9月3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8:30-中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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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報名人數超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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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報名：8月21日(主日)

報名︰請掃描QR code或

         登入連結https://reurl.cc/Gx8LoW

查詢：馬穎儀牧師或鄺潔明同工(電話:22467656)

訓練事工「研經營」
羅馬書選讀
日期：10月4日(禮拜二，公假）

時間：早上10:00-下午5:00

地點：沙田突破青年村

講員：岑紹麟博士

內容：探討羅馬書的核心信息，及選讀當中一

些重要段落，幫助進深明白該書的要

理，以便更有效地實踐基督信仰。

費用：$180(包午膳及來回教會接送）

報名：會友服務處、掃描QR code或

         登入連結https://reurl.cc/550xvz         

截止：9月4日(或額滿即止)

查詢：Rebecca同工(WhatsApp:91304916)

音樂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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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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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鈴訓練班( Level 1 至Level 2+)
日期：9月2至30日(逢禮拜五，共5堂)

時間：晚上8:00-10:00

地點：G03室

對象：15歲或以上(弟兄優先)，經常參與本會

聚會而有意參與手鈴事奉的弟兄姊妹，

須具良好的視譜能力，以及盡量能出席

所有課堂；或須經節奏測試。

導師：黃敏嫻姊妹

費用：$500(另按金$100，出席4堂或以上退回)

名額：11-13人

截止報名：8月14日(請到會友服務處報名)

《親密之旅》
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培訓課程
日期：10月6日至12月29日(逢禮拜四，共11

堂，11月3日及12月22日暫停)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六樓禮堂(如受疫情影響將轉為zoom)

導師：已接受親密之旅組長培訓之城浸導師

對象：恆常出席成長班的弟兄姊妹，並得到主

任導師推薦

人數：40人(9月4日截止或額滿即止)

收費：$160(另課本費用$80)

報名：請掃描QR code或登入連結

         https://reurl.cc/q59X2R

主辦：成年部與訓練事工

查詢：訓練事工同工(WhatsApp 91304916)

https://reurl.cc/Gx8LoW
https://reurl.cc/550xvz
https://reurl.cc/q59X2R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腓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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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陳淳傳道 記錄：王永新姊妹

真知灼見

引言
疫情已持續兩年多，不但影響了家庭和人際關係，更使人感到乏力和焦慮。有調查發現，逾半數家長最近有

抑鬱症狀，盼望今天的經文幫助我們重新得力。

關於腓立比書
今天是腓立比書講道系列的第12講。全書共104節，過去已完成60節，當中由兩個主題貫穿，包括：喜樂

(χαίρω，16次)及福音(εὐαγγέλιον，9次)。腓立比書是保羅在羅馬坐牢、快將「離世與基督同在」(腓1:23)時所
寫。這封家書並不悲觀，反而以喜樂的筆觸帶出他對教會、門徒的鼓勵與勸勉。除了上述兩大主題外，另一主題

便是「合一」，然而這裏的重點不單是指教會肢體合一才能興旺福音，更重要的，是門徒個人信仰上的言行所帶

來的生命力。因此，這種合一是人自己心裏的合一，使人面對困難、心碎時能重新得力，甚至幫助別人。保羅這

份真知灼見共有四個要素。

靠主喜樂真益處(腓3:1)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你們要靠主喜樂。我把這話再寫給你們，於我並不為難，於你們卻是妥當。」(腓

3:1《合和本》)雖然保羅強調「要靠主喜樂」卻沒多加闡述，也許羅8:35-39能加以補充：「誰能使我們與基督

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當心中有愛，

身處困境時就能不灰心，這是靠主喜樂的起點。保羅在困境中仍能兼善關愛，是因為他既領受了從基督而來的

愛，又得到腓立比教會的實質支援。因此，靠主喜樂與彼此相愛實為互為表裏的關係。保羅身陷囹圄，但他並沒

有停留在失意之中，而是親身示範如何因着主的愛、肢體間的彼此相愛而得以靠主喜樂。他將自己的感受昇華到

更高的層次，即經文中的「再寫」──毫不猶豫地再寫出對教會的關愛與叮嚀！須知道保羅當時已落在極度困苦

之中，但仍能看見別人的需要和疲乏，然後忘卻自己的擔心，並向他人傳遞關愛。請注意，他是毫不猶豫的成了

這愛的傳遞者！弟兄姊妹，靠主喜樂並不是只着眼於自己的喜樂，而是以別人的益處為依歸。這是一帖良藥，專

治亂世信徒的焦慮不安，更能靠着主將肢體的關係拉近。

拒絕膚淺知更新(腓3:2-3)
「應當防備犬類，防備作惡的，防備妄自行割的。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

裏誇口、不靠着肉體的。」(腓3:2-3《和合本》)《環球聖經譯本》的翻譯較為直白：「提防那些狗」，至於「

妄自行割」，《現代中文譯本》則譯為：「那些堅持要割自己身體的人」。保羅極度擔心腓立比教會將成為這群

頑固、膚淺的猶太人的跟從者，所以連續三次使用了命令動詞：提防！提防！提防！這字原文是βλέπω，意為看
見、謹慎，也是小心觀看、慎重觀察，好好辨識，因為稍一不慎就會被誤導成了「膚淺的人」(就像那些頑固的

猶太人)。

當時猶太人用「狗」來貶稱外邦人(參太15:26)，保羅卻用以貶斥那些誤傳福音的猶太人，因為他們像狗一樣

叫個不停(參詩59:6,14)，如影隨形，老是打擾保羅傳福音的工作。他們頑固、膚淺地認定天國必須從猶太教門

進去，人必須守割禮和摩西律法，更堅決拒絕接受耶路撒冷教會的議決(參徒15章)。這些「作惡的人」不但狙擊

保羅，更攔阻福音的工作。當他們自以為行割禮時，卻是「割損身體」(κατατομή，即割下、肢解)，實有異於「
割禮」(περιτομή)或「受割禮」(περιτέμνω)。保羅諷刺他們雖然與神立約卻沒有真正的順服神，更因傲慢、偏
見攔阻福音的廣傳，因此，他們不是行割禮，只是割傷自己的身體而已。他們自以為「擇善固執」，卻只是死守

傳統，拒絕基督信仰的更新。然而，我們今天該如何更新信仰呢？「以神的靈敬拜」在《環聖》被翻譯為：「靠

神的靈事奉」，更新的信仰不是單指敬拜模式的改變，因為儀式並不是更新的唯一方法，而是將敬拜生活實踐於

日常生活之中，將不同的處境化成遇見神、事奉神、榮耀神的機會。另外，何謂膚淺的信仰呢？就是知而不行，

行而不善。相反，更新的信仰就是每天實踐、經歷、思想、沉殿並檢討。這種催逼、轉化、領受，向外傳遞並成

為流通管子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更新不是只面對過去，更是每時每刻的更新。



真知灼見

價值重塑灼真金(腓3:4-8)
「儘管我有理由倚靠肉體。如果任何別的人認為自己可以倚靠肉體，我更可以倚靠了；我出生第八天受割

禮，屬於以色列民族便雅憫支派……然而，不管從前甚麼對我是贏利，我現在因基督的緣故都當作損失……把一

切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腓3:4-8《環聖》)甚麼是價值重塑呢？就是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價值觀而排列

優先次序。保羅從前遵從猶太人的傳統，認定血源、宗派、摩西律法、禮儀等才是首要，但是當他在大馬色路上

遇到耶穌後，整個生命價值觀及優先次序從此改變──從前有益(贏利)現在成了有損(虧損)。弟兄姊妹，你昨天

持守的美德，今天有否因現實環境而改變？如果我們的生命不更新，便會無力面對將來，更遑論眼前的困境了。

可是，更新不是單靠自己的能力或努力便能做到。基督教信仰顛覆了世人的自恃和傲慢，更戳破了我們內裏

錯誤的認知。試想想，當初被世人視作最羞辱的十架刑具，今天竟被轉化為萬世榮耀的記號！保羅提醒我們，重

整價值的關鍵不是選擇或放棄，而是靠着洞悉透徹的眼光；也不是靠個人意志去苦苦掙扎，然後便能「放下」。

這種眼光、洞見不是靠着知識就可以擁有，而是必須靠着神。唯獨「因着基督」，我們才能洞悉過去所擁抱的都

是糞土(污穢)，那麼你自然便會放手。所以，我們的心力不應放在掙扎之上，而應放在上帝身上並明白祂的眼

光。如果你仍然不能理解，那麼請聽聽耶穌的警告：「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

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參太16:26、可8:36、路9:25)

價值重整就是捨棄舊我，背上十架(太16:24-25)，得着新我。然而，不要只捨棄「未信主前的舊我」，更

要捨棄「昨天的新我」──因為「他」已變成「今天的舊我」！我們每天與神相遇(透過讀經、靈修、查經、聽

道、崇拜)之後，便要學習捨棄「昨天的舊我」，得着「今天的新我」！假如你今天仍牢牢的抓着多年前剛信主

的「新我」，便難以應付「今天」這動盪多變的世界了。

效法委身見信心(腓3:9-11)
「得以在他裏面與他聯合，擁有的不是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而是因信基督而得的義，就是從神而來、基於

信的義，使我可以認識基督──體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藉着效法他的死，成為他受苦的夥伴；這樣，我也許可

以從死人中復活。」(腓3:9-11《環聖》)如何效法委身便能夠見信心呢？這是一道複雜的神學問題，簡單而言：

因律法稱義──猶太人認為自己能靠着守摩西律法而得到神子民的身份；因信稱義──單單因信靠耶穌基督而得

着神兒女的身份。然而，我們不能停留於此，而是要認識(γινώσκω，身心靈的認識)基督，並且「體驗他復活的
大能」。不但如此，保羅更提出門徒要「效法」(συμμορφόω，在一起)他的死，成為他受苦的夥伴。保羅提醒我
們，信靠基督不是單單的接受恩典的禮物，如果生命要改變、重新得力，便要效法「耶穌基督的死」、體驗他「

復活的大能」。雖然保羅在這裏引入「成聖」的觀念，但早在摩西律法便已經提出這說法──至高至聖者不能與

不聖潔的相交，有罪的人若不被「聖化」，就不能親近至聖者(更可能會被擊殺)。這本是舊約中專用於祭祀的詞

彙(參出19:10,14,22、撒下8:11)，然而在新約，耶穌卻清楚指出「成聖觀」不應停留在禮儀之上，而應用於道

德的層面(參太15:19-20)，因此使徒提出更高層次的解讀──人必須潔淨心靈(徒15:9)和良心(來9:14)，才能成

聖。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就是沒人能藉着行為去換取神的恩典，故此，因信便能稱義實在是白白的恩典！雖然成

聖須用工夫，但如果不能成聖，基督徒的生命便沒法認同和經歷基督復活的大能和祂的受苦、受死。因此，保羅

要求門徒要活得像一群與神立約的子民，其生命的蛻變是回應呼召，捨己、背十架跟從主。如果我們得救後只是

「懷寶自珍」，不更新生命，便會無力面對各種挑戰。

那麼，成聖與受苦到底有何關係？我們要體驗耶穌的無辜受苦、效法祂的死，並且成為祂受苦的搭擋(參彼前

1:7、4:1-3)。原來受苦、受試煉、生活上的煎熬，都可以是神煉淨人的方法，有助除去我們內心因自恃而產生

的困擾和執着。保羅深信縱使有一天他要為主殉道，生命卻不會因此終止，他的身體終有一天會復活過來。換言

之，為主受苦、為愛受苦都是值得的，甚至無辜受苦也只是效法基督，然而我們卻千萬不要為罪受苦、為愚蠢而

受苦。

另一方面，向罪死便得自由，可謂先死而後生(羅6:4-11)。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執着和慾

望，它們令我們活得不自由。保羅說：「我真是苦」(羅7:24)，這不單是外在的，更是面對世情時內心的約束、

制服自己之苦。自我的靈命成長就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林前9:27)──結束舊我被罪捆綁的掙扎，就是

對成功的慾望、名譽的執着、聲望的追求，控制別人的權力慾等等。成聖須用工夫不是神學的空談，而是整合神

學理論與生命經驗，以對人的愛成為生活動力、以對事物的透徹瞭解扭轉執着、以信靠上帝使自己重新得力！

結語
我們的確不是活在單純的童話世界或烏托邦之中，你和我仍活在罪的世界，人仍會與神為敵(我們還會繼續犯

罪)。甚麼才是效法委身呢？就是經歷上帝給我們的試煉，並從中體驗上帝的大能。只有經歷這份突破後，才能

將之化為勝過任何挑戰的力量。求主幫助我們對他人有包容，對自己有忍耐與突破。但願我們能以愛相繫，共渡

艱難，直到見主之時，被主稱讚我們都是忠心及良善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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