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亞皆老街206號　 

電話：2713 5111 / 2711 2434       傳真：2761 0533

差會直線：2246 7656         輔導室直線：2760 0102

外展中心：2713 3662(九龍太子道379號)

本會網址：http://www.baptist.org.hk

電子郵箱：kcbc@baptist.org.hk

facebook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牧    師︰曾智聰(外展主任+)  郭健民  徐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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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在慈^ 魏文俊  

曹啟明  陳婥芬  李美儀  吳家祺 方憬仁  

鍾家威  麥子穎  黃  韵  柯秀鳳  吳以諾  

葉嘉茵  李嘉敏  方啟源  潘佩施* 陳可藍*

差會主任：陸倫泉

差會傳道： 梁素梅 羅明遠 陳  霖

洪佩茜 劉銳鋒 姚禧嘉  

張明珠*

       *部分時間 ^休假 +署任  

幹　　事：高葆華 葉長寶  梁順江  謝慧莉  李美兒

伍燕紅

二○二二年九月十七至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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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路9:23)



序      樂 Prelude..String Quartet No.3 in G Major, K.156 - III. Tempo di Menuetto (W. A. Mozart)... 弦 樂 組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548首 在這安靜時刻..................................詩      班

  在這安靜時刻，願聽主聲音，主的愛來充滿我的心，讓我見祢大能。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305首 今來感謝恩主............................... 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李美儀傳道   勞家怡傳道   潘佩施傳道   陳婥芬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六) Air (Jonathan Battishill)..................................譚浩文弟兄

                                 (清、早) Come, All Christians, Be Committed (David Kidwell)............洪   彥弟兄

                                            (午) Hymn to Joy (arr. Jason D. Payne)................................... 嚴仙霞姊妹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歌頌全能偉大真神.............................. 會眾立唱

  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曲：Tom Fettke，詞：Linda Lee Johnson，修自詩篇8，版權屬Norman 

                                                        Clayton Publishing, 1979；中譯：張美萍）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間奏轉調）               

 我敬拜祢全能神 (曲、詞：Sondra Corbett，版權屬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1983；

                                                中譯：新歌頌揚，220，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我敬拜祢，全能真神，有誰能像祢？我敬拜祢，和平君王，我心何等渴慕祢。

 我讚美祢，祢是我的公義，我敬拜祢，全能真神，有誰能像祢？ (全首重唱) (間奏轉調)

 祢真偉大 (青年聖歌I，6 首，版權屬Manna Music, Inc., 1953, 1981；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1. 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副歌)

 2. (姊妹)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弟兄)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副歌)

 3.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徹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啊，祢真偉大。(副歌)

 (副歌)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詩班) 祢真偉大！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提前 2:1-7...........陳永強弟兄   王賢榮弟兄   權百歲弟兄   陳偉權弟兄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盧德生弟兄   黃伊群弟兄   張廷偉弟兄   周婉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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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is Angelicus (César Franck) 弦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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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念郇弟兄   洪明祝弟兄    阮詠恩姊妹  許文森弟兄
指揮：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風琴：譚浩文弟兄   洪   彥弟兄    洪   彥弟兄  嚴仙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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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ique de Jean Racine 神聖救贖主................................ 詩     班

                                         曲：Gabriel Fauré，詞：Jean Racine修自Hymnes traduites du bréviaire romain；
                            版權屬Broude Brothers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Secured, 1952；中譯：張美萍，黃念郇修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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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四個解困錦囊 (腓4:4-7)...................................方兆雄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364首 掛慮全交託..................................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李美儀傳道   勞家怡傳道   潘佩施傳道   陳婥芬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288首 罪債全還清....................................會眾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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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天天嘗主恩.........................................會眾立唱

   願主天天以恩包圍你，助你遵祂走信心的路；

   每日活在你心，保守你不犯罪，安心去嘗祂愛，常歡喜。

殿      樂   Postlude................................(六) Fugue in E Minor (T. S. Dupuis).............................眾      坐

                      (清、早)  Toccata on “Ein feste Burg” (Martin Luther, arr. Craig A. Penfield)

                  (午) Postlude on “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 Name” (Oliver Hol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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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嘉茵 劉漢華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柯秀鳳 黃日東                 
主日早堂  李潔珍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陳小玲 黃日東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李美儀傳道    講題：再思聖靈降臨 (徒2:1-11)                主席：鍾家威傳道    
          司琴：徐寶頤姊妹    讀經：張瑛姊妹   奉獻祈禱：張貞德姊妹    司事：以利亞成長班

11:45 

10:00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Dr. Bryan Peistrup  
Title: Godly Self-esteem (Psalm 27: 1-14)             
Presider: Ms. Irene Yeung   
Hymn leader: Mr. Rocky Cheung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張智聰博士     講題：滋味勝蜜飴 (詩19)
主席：劉銳鋒傳道     領詩：梁崇安弟兄          司琴：趙恩澤姊妹

獻詩簡介

Verbe égal au Très-Haut,notre unique espérance,
Jour éternel de la terre et des cieux,
De la paisible nuit nous rompons le silence,
Divin Sauveur, jette sur nous les yeux!
Répands sur nous le feu de ta grâce puissante,
Que tout l’enfer fuie au son de ta voix,
Dissipe le sommeil d’une âme languissante,
Qui la conduit à l’oubli de tes lois!
O Christ sois favorable à ce peuple fidèle
Pour te bénir maintenant rassemblé,
Reçois les chants qu’il offre à ta gloire immortelle
et de tes dons qu’il retourne comblé, 
et de tes dons qu’il retourne comblé!

至高大能之道，我們獨一之盼望，
乃天地穹蒼之永恆光輝，
在這平靜之夜，我眾同打破沉默：
神聖救主，懇請轉眼顧望！
懇求祢賜予燃燒恩典之火焰，
陰間權勢因祢呼聲逃遁，
以明耀光輝喚醒我們沉睡靈魂，
使我們甦醒莫忘祢律例！
啊，基督懇求賜下恩福予信實子民，
我眾現聚集同心稱頌祢，
懇請悅納向祢讚頌，歌唱永恆榮耀，
從天賜恩惠，我們獻予祢，
從天賜恩，我們呈獻予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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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主日清早堂           349          

主日早堂              577        

主日午堂              482      

主日晚堂                18           

普通話崇拜             44

兒童崇拜                86 

English Worship        37

    每 日 讀 經 崇拜守則

 
 (日)  詩篇       八十六1-17

 (一)  詩篇       八十七1-7

 (二)  詩篇       八十八1-18

 (三)  詩篇       八十九1-17

 (四)  詩篇       八十九18-37 

 (五)  詩篇       八十九38-52

 (六)  詩篇       九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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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線上
崇拜瀏覽總人數2735

(截至13/9)
兒童家庭小崇拜   43

實體崇拜總人數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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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聯合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1161

※725

95

-

-

108

40

-

39

-



九龍城浸信會九月份會友月會議程九龍城浸信會九月份會友月會議程

日期︰二零二二年九月廿八日(禮拜三)晚上八時                            地    點︰大禮堂
主席︰柳思偉執事                   書記︰司徒仲生弟兄                   領    禱︰主   席

甲、報告事項
一、鄧汝田執事辭任青少部委派部員一職，今年9月20日生效。

二、財務部部員姚智恆請辭部員一職，其職位由後補部員吳余佩玲接替。

三、由今年10月1日起，助理幹事廖穎珊姊妹擔任全職署理音樂部幹事之職。

四、差會半職助理幹事梁兆輝弟兄來函請辭，事奉至今年10月31日後離職。

五、青少部活動助理張榮光弟兄來函請辭，事奉至今年12月31日後離職。

六、財務部幹事李美兒姊妹事奉至今年12月31日後退休。

七、差會半職助理幹事關靜文姊妹事奉至今年12月31日後退休。

乙、討論事項
一、陳漢文弟兄因健康理由已於9月5日接受吳彩虹牧師施行水禮，應否通過給予其會籍 

  案。

  建議︰通過接納。

二、胡仲兒姊妹因健康理由已於9月13日接受曾智聰牧師施行水禮，應否通過給予其會籍 

  案。

  建議︰通過接納。

三、現有三十位弟兄姊妹，業經本教會牧師、傳道及執事查明信仰相符，並已於今年8月 

  28日接受浸禮，應否通過接納其為本教會會友案。

  建議︰通過接納如下──

  弟   兄︰梁明生  陳惠謙  冼安仔  黎大衛  陳非悟  黃阿陽  金   輝  温學偉

   李均祥  陈怡帆  王諾謙

   姊   妹︰何金瑞  郝乃蘭  麥新花  莫嘉蘭  葉燕萍  鄭小凰  陳慧思  鄭慧芳

    丘嘉寶  陳琰暉  林嘉慧  魏倩敏  李凱雯  馮孝麗  何雪穎  余奕曦

    崔學寧  張凱童  崔學慧

四、陳蕙恩姊妹申請薦出加入九龍城潮語浸信會為會友，應否通過照薦案。

  建議︰通過照薦。

五、傳道部提會友賀鈴姊妹申請 2022-2023 年度神學生助學金(碩士課程)，應否通過 

  案。

  建議︰通過。

六、傳道部提會友王俊賢弟兄申請 2022-2023 年度神學生助學金(學士課程)，應否通過 

  案。

  建議︰通過。



七、 傳道部提會友王俊賢、賀鈴、梁耀明及李靈亮由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8 月期 

  間列入專項捐款事項，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八、 傳道部提修訂神學生資助規例附例二中各課程助學金的金額，應否通過修訂案。

  建議︰通過修訂，即時生效──

   i.   碩士課程︰由20,800元 調整至 21,600元

   ii.  學士課程︰由19,500元 調整至 20,300元

   iii. 文憑課程︰由16,000元 調整至 16,600元

   iv. 證書課程︰由14,000元 調整至 14,500元

九、 傳道部提修訂神學教育進修資助規例附例一(博士課程)助學金的金額，由23,000元 

  調整至 23,900元，應否通過修訂案。

  建議︰通過修訂，即時生效。

十、 傳道部提修訂神學生實習費，由2022年9月起，半職實習費由每月4,200元調整至 

  4,300元，暑期牧職全時間實習費由每月8,600元調整至8,800元，應否通過修訂案。

  建議︰通過修訂。

十一、差會提成立「危機應變小組」，並授權四位認可人士(主任牧師或教會指派代表、 

  差會主任、差會主席、執事會主席)代表教會簽署及審批緊急撥款，上限為港幣五 

  十萬元，以支援受危機事故影響的宣教士、同工或義工，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十二、本教會社會服務處來函邀請執事會推薦九位執事擔任第三屆董事會成員，任期由 

  2022年周年大會至2023年周年大會為止，應如何決定案。

  建議︰通過社會服務處第三屆董事會成員如下──

   方瑞文、王寧添、何鏡煒、張啟文、陳國偉、馮國雄、趙麗文、鄧錦輝、 

   黎達強

十三、人事委員會提續聘本教會下列同工，應否通過案。

     教牧同工︰方兆雄  陸倫泉  曾智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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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慧玲  張志堂  梁素梅   陳小玲

   羅明遠  馮潔儀  洪佩茜  劉銳鋒  魏文俊  姚禧嘉  曹啟明   陳婥芬 

   李美儀  李雅詠  吳家祺  方憬仁  鍾家威  林于謙  麥子穎   黃   韵

                *周偉豪 *潘佩施*陳可藍                                         

  文職同工︰高葆華  林靜霞  葉長寶  梁順江  黃念郇  廖穎珊  梁潔貞  文玉珍

                        鄺潔明  林偉明  黃日東  梁婉馨  李德劍  鄭碧燕  李麗梅  廖志偉

                        許巾好  羅浩輝  温杏芝  陳肖娟  郭潔恩  賴利春  文淑娥  麥瑞蓮

                 張慰玲  鄧小蘭                            

  事務同工︰李志華  黃仲偉  梁海鴻  梁林森  黃帶友  賴利紅  陳麗娟  莫玉霞

                        莫煥章  嚴党紅                             *部分時間同工    (共 71 人)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3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或退休日為止。



十四、人事委員會提續聘鍾詠恩姊妹為本教會多媒體技術員，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合約任期由2023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十五、人事委員會提繼續特聘李惠雲女士為本教會保安員，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3年1 月 1日起至 4 月15 日止。

十六、人事委員會提特聘徐子恩牧師為本教會牧師(部分時間)，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3年1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十七、人事委員會提特聘吳彩虹牧師為本教會牧師，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3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十八、人事委員會提特聘馬穎儀牧師為本教會牧師，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3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十九、執事會提續邀曹偉彤牧師為本教會特約顧問，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3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二十、執事會提續邀梁明財牧師為本教會義務顧問，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3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廿一、人事委員會提聘請李偉恒弟兄為財務部助理幹事，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2年10月5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廿二、人事委員會提聘請鄭劍豪弟兄為本教會傳道，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2年10月5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廿三、人事委員會提聘請廖國坤女士為本教會保安員，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2年10月16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廿四、人事委員會提聘請鄧遠猷先生為本教會助理員，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2年11月3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廿五、欣樂詠團來函擬於2023年1月9日至8月(逢禮拜一)晚上7時45分至9時45分借本教 

  會詩班室作練習詩歌用途，請求豁免借堂費及服務費，應如何決定案。

  建議︰通過，豁免一切費用。

廿六、本教會須分攤運通大廈四個宿舍單位之大廈更換升降機工程開支，費用不超過港 

  幣120,000元，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並追加預算。

廿七、下月月會主席應推何人擔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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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消息
◆	何中維弟兄、范月迎姊妹將於9月24日(六)下

午1時正，在本教會舉行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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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周三)
早上9時，晚上7時半(大禮堂)	
負責同工：陳沛偉傳道
查考經文：詩89:	1-17
上周出席	(早)	58人			(晚)	54人
線上瀏覽人數1071(截至13/9)

訃聞
◆	謝雪貞姊妹、劉易佩珊姊妹已安息主懷，求

主安慰其家人。

差會代禱事項
東亞地區扶貧事工
新學年開始，開支大增，使經濟有困難的家庭
百上加斤。願主憐憫，讓政府能顧及貧困孩子
的學習需要，並致力改善落後鄉村的教學環境
和師資水平。願當地教會能為貧窮家庭提供更
多關愛和幫助。

聘請
1. 文員
中五或以上程度，熟悉電腦文書操作。負責崇
拜事工相關的文書職務，以及一般辦公室工
作。需有愛心、責任感、有禮貌及耐性；能獨
立工作、有團隊精神，具基本音樂認知者優先
考慮。

2. 事務員
場地支援、一般維修、略懂影音、懂泥水防漏/
有效電工牌優先。須輪班工作(早午更)、無不良
嗜好及良好的工作態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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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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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浸信會幼稚園現正招生

幼稚園現正接受22-23年度插班生及23-24年度
新生報名入讀，我們的教育理念是以「兒童為
本」，著重幼兒全方位發展，提升創意及語言
表達能力，以品德教育為課程核心，培養幼兒
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小孩。歡迎有興趣報讀本
校之家長儘早報名申請，新生面見日將於2022
年11月4日進行。報名：親臨本校領取或於本校
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寫網上申請表
										https://reurl.cc/yMAoqE

會友交流會
原定於9月18日(主日)舉行的會友交流會，將延後
及合併於11月20日(主日)舉行，請會友留意！	

音樂部聖樂同樂日
為鼓勵弟兄姊妹參加第卅九屆聖樂同樂日(10月
16日及23日)，現延至9月25日截止報名，歡迎
各位弟兄姊妹，包括會友子弟及友誼會友等，
踴躍報名參加各項比賽。請到會友服務處索取
參賽表格及報名。

報名表及章則也可掃描QR	code

或登入連結https://reurl.cc/KQAlgg

全職事奉探索日營
傳道部神學生關懷組為鼓勵有意全時間奉獻之
會友，凡自行報名參加由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於
10月7日至8日(五、六)舉辦之2023-2024年度
「全職事奉探索日營」者，可憑報名收據連同
本組發出之半額營費資助申請表格，於10月9日
或以前交回本組跟進辦理，表格可於會友服務
處或所屬成長班索取及遞交。

兒幼部親子旅行消息
感謝大家支持，「羊羊BUN	 FUN	 GO高GO」
已額滿。大家可以參加恆常聚會或其他活動。

https://reurl.cc/KpZqnR
https://reurl.cc/yMAoqE
https://reurl.cc/KQAl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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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浸差會主任、世界華福中

心國際董事)
見證：王寧添執事(美國史丹福大學公布2021年

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
請禱告記念，求主使用，多人歸主。

第四季成年發展中心活動一覽
《SPO-092》伸展-健康愉快班
導師：彭麗君姊妹(香港伸展運動學會伸展導師)
日期：10月6日-12月8日	(逢禮拜四)	
時間：晚上7:30-8:30(共10堂)
地點：外展中心A05-07室			
名額：18人(須自備軟墊)
收費：$500(會員及非會員)

《REC-156》花藝設計工作坊
導師	:	馮家輝弟兄(荷蘭花藝導師)
日期：10月10、24日，11月7、21日，
									12月5、19日	(逢禮拜一)	
時間：晚上7:00-9:30(共6堂)
地點	:	本教會地庫B01室			
名額：16人(請自備工具，如花剪等)
收費：$300(會員及非會員)
									另花材及物料費約$250	

註：須導師甄選，一領一帶未信主朋友優先

查詢電話：27135111
請到會友服務處或辦公時間到五樓報名。

傳道部個人佈道組消息
啟德、樂富、龍翔長者鄰舍中心探訪
10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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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段時段：下午1:30-2:15；
2:30-3:15；3:30-4:15(每時段8組)，
請掃描QR	code報名，9月25日截止。

「醫療團契」聚會
日期：9月24日(禮拜六)
時間：下午3:30-5:00
地點：尖沙咀彌敦道26號27樓明醫醫務中心
主題：神宣教的真諦和醫療宣教的實踐

講員：陸倫泉牧師(本教會差會主任)
報名：關靜文同工(電話:27674317)、
									香港浸信會醫院院牧部內線7281
備註：因場地受人數限制，故此必須報名。
歡迎各醫生、護士及其他醫療人員參加。

婦女部「生活雅敘」
日期：10月8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10:00-中午12:00
地點：地庫B01小禮堂

1. 詩歌欣賞與學習
講員：黎樂堃姊妹	(本教會詩班員)

2. DIY蝴蝶蘭植物拼盆
導師：吳逸仙姊妹	(插花組組員)
名額：20人(材料費$100，包括植物、玻璃盆、

水苔、蘭石及裝飾品)
請到會友服務處或辦公時間到五樓報名。

晴心關顧Whatsapp專線:59212318
晴心組Facebook專頁:KCBC.JourneyWithCare

晴心組(癌關團契)
日期	:	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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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滿人生佈道訓練
日期：10月11日-11月22日	(逢禮拜二)
時間：晚上7:30-9:45(共7堂，另加5次出隊實習)
地點：六樓禮堂
報名：掃描QR	code或會友服務處	
截止：9月18日(本主日)

本教會基督少年軍97分隊
二十週年立願禮
日期：9月25日(主日)
時間：下午3:00
地點：大禮堂
內容：詩歌、立願、訓勉、頒獎、分享
訓勉：方兆雄牧師
歡迎弟兄姊妹出席，同證主恩。

青少年導師訓練課程
日期：10月20日	(逢禮拜四，共8課﹚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八樓禮堂
宗旨：裝備一班願意活出美好榜樣、按聖經真

理委身牧養青年人、與他們同行的學
員。期望學員未來能成為弟兄姊妹的生
命師傅。

對象：本教會會友，並已完成「門徒生命與事
奉證書課程」基礎班或同等資歷。

內容：生命師傅所需的個人素質、屬靈導引的
要素以及實踐同行的原則與方式。

報名：會友服務處或408室(青少部同工Cherry)，
									10月9日截止(參加者需經面試甄選，在
									10月16日或以前通知甄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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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曹偉彤牧師 記錄：鄺世偉弟兄 

這是天父世界 

引言 
耶穌基督不只是人靈魂的救贖主，叫人從罪中得釋放，又醫治人的心靈和身體，關心貧窮的

人、被擄的人、受壓制的人，所以祂關心的是人的整體。一位福音派的聖經學者賴特(Christopher 

Wright)，認為整全的宣教使命是所有宣教模式中最正確的一種，他相信神給人的使命就是傳福音和

關心人及神所創造的大地，而人生命的整體亦包括生活的環境，這關乎到創造萬物的環境。 

 

創造與管治 
神是創造主，祂有祂創造的目的。在創世前，世界是無形的虛空、混沌的水域。神能叫大地從水

中冒出來，在混亂中帶出生命的秩序，神說有就有，祂說一切都是好的，所以在創世記第1章關於創

造的故事宣告了人類是受造物、和其他受造物都屬於創造主的。另外，這故事肯定了人都要做工，就

是幫神管治大地(參創1:3-31)。那麼，其具體意思是指甚麼呢？有人認為這就是人類按着他們認為合

適的方式、只管使用大地的一切、叫人類得到益處：「神說：『看哪，我把全地一切含種子的五穀菜

蔬和一切會結果子、果子裏有種子的樹，都賜給你們；這些都可作食物。』」(創1:29)有人形容這是

以人類為中心(anthropocentric)、人類至上的創造觀，意思是當神創造了大地和人類之後，祂就將

世界交給人類，自己就去休息。人管治大地，大地的一切都是歸人所管和次要的，一切都只是為着人

類的益處而存在、可以被使用，甚至被消費。

有人指責基督教的「管治觀」是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基督徒該怎樣回應呢？首先，我們必須認

清聖經中的「管治」並不等同專橫的駕馭。聖經強調人類是主創造世界的一部分，一切都屬乎祂，每

一個創造也有自己的價值，都是神欣賞的。創造與人類是一體的，所以當其他創造物有損，人類也必

定受牽連。其次，「管治」包括了關顧，在創2:4-8我們看見創造和治理是一種關顧的觀點，「這就

是天地創造的來歷。地上還沒有田野的草木……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命之氣吹進他的鼻

孔，這人就成了有靈的活人。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甸栽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裏……讓他

耕耘看管。」(《和修本》創2:7-8、15)從這段經文可見人是從神和地土而生的，而神又將人放在園

子裏，吩咐他們管理園子和土地，所以，作為大地的管治者的意思就是大地的園丁(gardener)，要做

護理的功夫。聖經學者暨神學家波衡(Richard Bauckham)說人類的管治(radah)不是關於使用而是照

顧，就像牧羊人以關心去管治羊群。我們就像好牧羊人般關心大地，管治受造物本不是隨心所欲或橫

行霸道的駕馭。可惜，人類現實上卻橫行霸道、互相傷害，還傷害其他受造物。有人說破壞生態的罪

魁禍首是人類，我們該如何回應呢？ 

 

天地的更新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

和他們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啟21:1-3）約翰看見了「新天新

地」，他用了暗喻批評當時的羅馬帝國政府，但亦讓弟兄姊妹們看見將來、得到安慰，並提醒我們



這是天父世界 

神真的居住在人之中，「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苦，因為先前

的事都過去了。」(啟21:4)所以，約翰其中一個意思是指他看見整體的創造、大地的更新和「新天新

地」的形成，他說神的創造權能從沒有終止過，透過耶穌基督的生、死和復活重拾並更新一個墮落了

的世界。神愛世人和世界，祂派耶穌進入世界是叫我們能在罪中得到釋放，成為新創造的參與者。 

 

這種更新雖然是一個徹底的轉變，能使萬物和人復和，卻不是要消滅其他生物，而是神對所造之物

的再一次肯定。這種更新異象反映了人和神、人和人、人和萬物的和好具有不能分割的關係，這既發

生在新天新地也在當下，叫我們在黑暗絕望中仍有盼望。更新的異象，不是人類取代大自然，而是人

類與大自然和其他創造物和諧共處。神從沒離開這世界，祂不僅住在天上，亦居住在人間，因為神愛

這破碎的世界，祂常與我們同在。所以，當基督徒傳揚整全福音時，必須談論我們的信仰和其實踐。 

 

如果我們相信這世界有創造主，便要關心這大地，斷不能一味的耗盡資源，亦不應滅絕其他物種，

因而傷害了鄰舍、大地。具體來說，我們要認真思考自己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如何減少碳足跡；也可以

嘗試節約，不要讓自己沉溺於自我放縱和消費主義之中。我們不該將焦點放在自己想做甚麼，而是能

為有需要的人做甚麼，所以，我們不應只是關心自己與神的關係，也要關心人類和其他萬物的關係，

因為人類並非神唯一的創造物。 

 

正確生活
我們要過簡樸節制的正確生活，這不是因為地球就快滅亡，而是如果我們繼續破壞這個天父創造

的世界，試問又怎會對將來的新天新地有所渴望或憧憬呢？況且，我們過這種生活也是一種向神表達

感恩的方式──謙卑地在神面前承認自己只是創造物，吃飯謝恩是一種感恩的表現，因為每天能有足

夠的飲食並非天經地義，而是神的恩賜，這再次肯定我們只是受造物，只能依賴着神和其他受造物才

能存活。食物亦為我們帶來生命的愛，能與神一同進食，生命便有許多喜樂，因為神是生命喜樂的泉

源，這就是新天新地的正確生活態度。相反，如果你不存感恩之心，甚至奢華地過活，為着自己的舒

適而染污大地、傷害其他創造物，那麼便是以放縱遮蓋了神永恆的恩典，是忘恩負義和罪的表現。我

們要悔改，活得簡樸節約，以免破壞神寶貴的創造。 

 

當我們願意悔改或整理一下在信仰中所領受的，當面對環保議題時，便不是討論科學，而是反思信

仰。然而，在我們互相鼓勵、實踐時卻並非容易，因為即使我們一起努力，仍未必能立即改變現況，

這還需要社會各方面的配合。我們不要隨波逐流，只管盡上自己的本份，以生命影響生命，感動別

人。 

 

無論如何，當我們面對種種的攔阻時，必須下定決心做該做的事，此時我們更需要聖靈的相伴。不

管現在是愛的管治還是混亂的時間，我們也要承擔愛護大地的天職，聽從神的吩咐。當然，即使我們

一起立志，擁有良好品格或建立了正確的生活方式，也未必能立刻改變現況和拯救地球。然而，我們

必須團結起來，做應該做的事，保護周圍的人和大地，即使為生活帶來一點不便也不要放棄；我們不

要貪圖方便而做出不義之事，即使是微小的踐行也有其好處，因為這些就是美善，對我們的靈魂和品

格有益，最終對天父的世界和創造也是有益。 

 

結語 
地球是人和神居住的地方，這個世界是天父的世界，就讓我們繼續在這個世界傳整全的福音，一同

打理它，關心世上的人，生活在天父的世界當中，直到將來在新天新地見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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