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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都與自己和好了。(西1:19-20)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周六晚堂
領詩：張志成弟兄
指揮：方兆雄牧師
風琴：洪 彥弟兄
伴奏：洪 彥弟兄
序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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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尊崇詩歌
開會祈禱
間
奏
月
詩
		

主日清早堂
梁名遠弟兄
方兆雄牧師
洪 彥弟兄
洪 彥弟兄

主日早堂
黎樂堃姊妹
陳惠良弟兄
洪 彥弟兄
洪 彥弟兄

主日午堂
袁瑋聰弟兄
方兆雄牧師
洪 彥弟兄
洪 彥弟兄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Prelude.............Prelude in E flat Major, Op.41, No.1 (Alexandre Guilmant).............洪彥弟兄
Call to Worship .......................................世頌537首 興起發光.....................................詩
班
興起發光！興起發光！因主光來臨，主光來臨，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156首 神慈愛真可見............................... 會眾立唱
Invocation..................................................鍾家威傳道 勞家怡傳道 姚禧嘉傳道 饒偉利傳道
Interlude ....................The Church's One Foundation (arr. Kevin Norris)................. 洪彥弟兄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信靠救主作我引導 .............................. 會眾立唱
頌揚耶穌聖名 (曲：Michael Brierley，調：CAMBERWELL，詞：Caroline Noel, 1870，
中文譯詞轉自恩頌聖歌98首1-3節，版權屬福音證主協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1. 萬人聞主名聲，必屈跪崇敬，今天萬舌歡呼，承認耶穌聖名！
我們崇敬耶穌，天父必喜歡：祂是大能真道，是亙古根源。
2. 罪人蒙祂救恩，稱祂主耶穌，因祂降貴紆尊，配被稱救主；
主名聖潔無玷：祂一生盡忠，經死蔭而得勝，至終得尊榮。
3. 主名至聖至尊，當肅靜崇拜，謙恭頌主尊稱，獻堅貞的愛；
全能上帝、基督，真道、主耶穌，祂永遠配尊崇，配信靠、愛慕。(間奏轉調)
讚美耶穌聖名 (世紀頌讚99首，曲、詞：Roy Hicks, Jr.，調：HICKS，中譯：修自新歌頌揚，
中文譯作版權屬1982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浸信會出版社蒙許可使用。)

讚美耶穌聖名，讚美耶穌聖名，祂是磐石，祂是山寨，
祂是我救贖主，我要信靠祂，讚美耶穌聖名。(唱二次) (間奏轉調)
求神領我 (頌主新歌488首，曲：John Hughes，調：CWM RHONDDA，英詞：Peter and William Williams, 1771，
中文歌詞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啟應經文
獻金祈禱
主日獻金
差傳獻金
獻
詩

1. 耶和華神，求祢領我，荒涼曠野安然過；我雖軟弱，主力廣闊，求以聖手扶持我！
天上嗎哪，天上嗎哪，常豐賜我免飢餓，常豐賜我免飢餓。
2. (詩班) 湧出活泉，滔滔無量，濟我乾渴醫痛傷！雲柱，火柱，顯在前方，一路導我免徬徨！
全能救主，全能救主，作我盾牌和力量，作我盾牌和力量。(間奏升調)
3. 當我行到約但河邊，消我憂懼賜安恬，攜我渡過洶湧波瀾，使我歡然登迦南！
歌唱頌讚，歌唱頌讚，歸主聖名到永遠，歸主聖名到永遠。
(詩班) 耶和華神，求祢領我，求祢領我，阿們。
Responsive Reading.............賽60:1-6............劉漢華弟兄 區鶴文弟兄 蕭立僑姊妹 劉玉清姊妹
Offertory Prayer...........................................羅榮方弟兄 黃嘉馨姊妹 陳 萍姊妹 黎耀民弟兄
Tithes and Offering(紅袋).............................................................................................會
眾
		
Cantabile in F major, Op.41, No.4 (Alexandre Guilmant)
Mission Fund(黃袋) .................................(讚美詩) Doxology ...................................會眾立唱
Anthem ..........................................Carol of the Magi.................................................. 詩
班
曲、詞：John Rutter，版權屬Collegium Music Publications, 2010；中譯：姚鳴德

1.We rode all night thro’ fields of darkness,
Our guiding light, the Eastern stars;
We came to Bethlehem, we all were weary:
We'd travelled far that night, we’d travelled far.
We'd travelled far.
2.We heard that here we’d find Messiah,
Foretold by seers from days of old;
We looked for palaces: and found a stable:
Could it be here, so bare and cold?
So bare and cold?

1.我等徹夜乘駝渡荒野，
東方景星明光引導；
終來到伯利恒，身心皆疲憊；
走過僕僕風塵、漫漫長路，
漫漫長路。
2.聽聞此處可覲彌賽亞，
先知預言於上古時；
張目欲尋宮殿，卻只見馬槽：
竟是此處，寒陋如斯？
寒陋如斯？

3.We entered in and there we saw Him;
3.我等入內初見那孩子；
It seemed we’d known Him from long before.
彷彿早已認識多年。
A child like any child, yet somehow different:
猶如尋常孩童，卻覺不平凡：
The face of ev’ry child in Him we saw,
從祂臉龐我見每張稚，
The face of ev’ry child we saw.
世上眾孩的臉。
4.We’d brought Him gifts, and now we offered them;
4.我等呈獻帶來的禮物；
We knelt down low in silent prayer.
謙恭下跪默禱敬虔。
With eyes that seemed to know both joy and sadness;
祂的雙眼似能洞察喜與悲；
The child looked down as we knelt there
垂顧我等屈膝座前，
The child looked down as we knelt there.
垂顧我等屈膝座前。
5.So long ago, yet I remember,
5.事經多年，我仍然記得，
That child who lay at Mary’s knee,
那馬利亞膝上孩童；
How strange that ev’ry child seems so much like Him: 奇哉！環觀眾孩皆似祂貌：
His is the face I seem to see,
我似只見祂的面容，
His is the face I seem to see...
我似只見祂的面容。
祈禱時間 Pastoral Prayer .............................................................................................................會
眾
講
道 Sermon ..............................講題：仰望賜我們盼望的神 (賽40:1-11)...........................梁明財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 ..............................世頌270首 當轉眼仰望耶穌...............................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鍾家威傳道 勞家怡傳道 姚禧嘉傳道 饒偉利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155首 三位博士來自東方...............................會眾立唱
祝
福 Benediction...............................................................................................................梁明財牧師
阿 們 頌 Choral Amen........................................世頌573首 阿們頌...........................................會眾立唱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殿
樂 Postlude..............................Festive Trumpet Tune (David German)...........................眾
坐
		

** 會眾靜坐 默禱散會 **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10:00

11:45

當值同工
馮慧敏
方啟源
李潔珍
鄭劍豪

投影員
葉文菁
黃日東
黃日東
黃日東

即時傳譯(手語)
手語傳譯組
手語傳譯組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Dr. Bryan Peistrup
Title: In Trouble for doing the Right Thing (Luke 2:41-52)
Presider: Ms. Irene Yeung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陳 淳傳道 講題：當信心遇上衝擊的時候(創22:1-18)
主席：沈文樂弟兄 領詩：梁崇安弟兄
司琴：蕭碧茹姊妹

崇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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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主
日
上
午

主
日
下
午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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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1:30
2:15
2:30

普通話青年、成年團契
手鈴組練習
午堂詩班練習
印尼姐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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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日 讀 經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周
二

創世記
創世記
創世記
創世記
創世記
創世記
創世記

一26-31
二1-25
三1-24
四1-26
五1-20
五21-32
六1-22

周
三

周
五

周
六

上
周
聚
會
統
計

下午 2:00 加略山成長班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下午
下午
下午
下午

9:00
9:00
9:40
10:15
10:30
7:30
7:30
7:30
8:15

早上查經祈禱會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基利心山成長班
非比女傳道會
查經祈禱會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禱告讚美會(每月最後一周)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下午 7:30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上午 10:30
下午 2:00
下午 2:30
下午 2:30
下午 3:30
下午 3:30
下午 3:45
下午 4:30
下午 6:00

印尼姐姐活動
少年詩班，清早堂詩班，銅管樂組練習
兒童詩班練習(初級、幼稚、啟蒙、幼兒)
基督少年軍 (40分隊)
各級成長班
Sunday Youth Time+Fun (中一至中四)
周六、早堂詩班練習
少年銅管樂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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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
周六晚堂
406 周六成長班
※1126
主日清早堂
400 主日成長班
主日早堂
694 訓練事工
43
主日午堂
641 女傳道會
普通話崇拜
48 普通話青年團契
聯合 44
兒童崇拜
98 普通話成年團契
English Worship
35 晴心組(癌關團契)
107
基督少年軍(97)
實體崇拜總人數 2322
基督少年軍(40)
男士事工
(截至3/1)線上
24
崇拜瀏覽總人數 740
English S.S. & S.G.
25
星兒學園
(截至3/1)

兒童家庭小崇拜

52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生態小提示
大地是神所創造的，祂創造後仍繼續護理，福音對神所創造的地球也是好消
息，我們有責任關愛它。今年每月會發佈「生態小提示」，盼提點弟兄姊妹
學習更環保的生活方式。
一月主題：「按需要使用」
離開房間時關燈，刷牙時關掉水龍頭，把非使用中的電器關掉，集齊衣物一
次過洗濯，把洗米、清洗蔬菜或水果的水用作灌溉植物，以容器浸洗蔬菜或碗
碟，若沒有需要，避免長開水龍頭或煮食爐，冷藏食物應預早從冰箱取出解
凍，切勿長開水喉解凍，盡量避免使用即棄餐具，外賣時用自攜餐具。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詩24:1）

2023年1月8日

查經祈禱會(11/1 周三)
早上9時 (六樓禮堂)，晚上7時半 (大禮堂)
負責同工：姚禧嘉傳道
差傳分享：青年網絡宣教GO
上周出席 (早) 31人   (晚) 68人
線上瀏覽人數 130 (截至3/1)
成長班/單位實體及線上出席68人

差會代禱事項
差會展望

禱告園地

◆ 人事的變動：今年同工人數和配搭均有改
變，求主預備合適的同工同心事奉。
◆ 事工的發展：記念差會的事工需要一個中短
期的計劃，求主賜予差會的領袖有視野和洞
察力來體貼祂的心意。
◆ 管家的責任：為城浸的肢體願意參與及支持
差傳工作感恩 ! 願主繼續帶領及使用城浸，
忠於主的託付和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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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q69r獲取有關資訊。

建堂代禱事項

會聞
◆ 培道小學將於1月14日舉行家長日，當天校
舍未能借用，往培小通道亦暫停開放，敬請
留意！
◆ 1月21日(年三十)周六晚堂崇拜提前在下午3
時舉行、1月22日(年初一)兩堂主日崇拜分別
於上午9時及10時45分在大禮堂舉行，三堂
崇拜聚會均為新年崇拜，信息內容相同。
◆ 1月21、22日(年三十、年初一)普通話崇拜、
兒童崇拜及所有成長班聚會暫停一次，兒童
可跟隨父母到大禮堂參與崇拜聚會。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啊，你的
慈愛永遠長存！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造的。」
（詩篇138:8）
神啊！踏入2023年，求主繼續指引前路，我們
都願意順服主的帶領，縱然仍未有任何突破，
就讓我們持續的禱告，一同經歷神的恩典及仰
望神的帶領，阿們！

「樂享聖筵」領取小禮物
2022「與耶穌深度行」靈修計劃已圓滿結束，
大家請帶備靈修卡(已儲齊四個印章)前往會友服
務處領取小禮物以作鼓勵。另外，新一季的記
錄卡亦準備好，盼望大家今年繼續好好安排默
想經文靈修的時間，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與己與人，與受造萬物結連。

會友消息
◆ 陳慶強弟兄、楊詩朗姊妹將於1月14日(六)
下午1時正，在本教會舉行婚禮。

代訊
訃聞
◆ 黃余運好姊妹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頃接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通告，聖工人員對會
友婚嫁喜慶之賀禮，一向免除，只因時過境
遷，多已遺忘，現遵聯會所囑，每年例行通告
一次，凡有婚嫁喜慶，聖工人員一律可免送賀
禮。

聘請

個人佈道出隊日

1. 事務員

日期：1月8日 (本主日)
集合地點：地庫小禮堂(B01室)
集合時間：下午2:00 (下午2:15出發)
佈道地點：啟德探訪、街頭佈道(九龍城、土瓜
灣、啟德)
＊已預約樂富、龍翔長者鄰舍中心探訪的弟兄
   姊妹，請自行按分流時段到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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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
工作態度及無不良嗜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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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道員須為已受浸及有傳福音心志的基督徒，
請準時出席。

3. 網絡事工統籌幹事/助理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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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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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發展中心課程
2023年第一季成展活動課程仍然繼續接受報
名，各課程詳情請查閱成年發展中心活動單
張，或掃描QR code。
請於各崇拜時段親身到會友服務處報
名及繳費，其他時間請到五樓辦公室
辦理(只收現金/支票)。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註：花藝設計工作坊已滿額
查詢電話：27135111

柬埔寨宗教文化學習團
日期：4月5-10日(禮拜三至一)
地點：柬埔寨
目的：認識柬埔寨歷史文化、福音需要；參與
當地服侍，關懷本會宣教士
對象：20-34歲本教會會友
名額：10人(須經個別約見及甄選；滿額即止)
費用：$7,000(可獲差會津貼，及按機票價格調
整）
報名：請掃描QR code
截止：1月21日
查詢：羅浩輝同工(電話:2767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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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創造
經文【羅8:18-25】
講員：方兆雄牧師

記錄：梁莊儀姊妹

引言
2023年教會的主題是：「基督是主‧與受造萬物結連」，這課題的範圍很廣泛，我與各位一同思想羅馬書第8
章的經文，希望今天的信息能成為引子、破題，讓我們有所學習。羅馬書的核心主題是因信稱義，人藉着信靠耶
穌得以被神稱為義。這似乎論到我們跟上帝之間的關係，然而跟受造之物有何關係呢？再者，為何「受造之物切
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作為神的兒女，我們在今世的「顯出來」又該做甚麼呢？

救贖計劃與受造物的關係
羅馬書說明因信稱義的道理──不論人們遵行猶太人的禮儀與否，神都因信稱那已受割禮及未受割禮的為義
(羅3:30)。雖然我們從前與神隔絕，但藉着信靠耶穌基督便能與神和好(羅5:1)。由第7章開始，談到雖然耶穌賜
我們新生命，但「舊我」的生命仍受罪所影響，我們仍有肉身上的軟弱，以致生命在「順服神」與「犯罪」之間
形成張力，常常要靠着耶穌基督才能得勝。「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
了。」(羅8:2)「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羅8:17下)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羅8:18)「現在的苦楚」是指肉身的罪
與新生命的爭戰──心裏總想改變，但又不斷被罪纏繞(我們畢竟仍活在受罪影響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初期
教會與世俗思想迥異(當時流行敬拜皇帝及其他「神靈」)，信徒也許會因信仰而受到逼迫。「將來的榮耀」就是
當主再來審判全地、救恩完全實現時，我們不單身體得贖，而且神應許的救恩也會完全實現，屆時再也沒有痛
苦、淚水。今生受的苦是短暫的，神所賜予的榮耀卻是永恆。所以，保羅說受苦是暫時的，若跟神所完成的救贖
的榮耀相比，這種受苦實在是值得的。
可惜，現今的境況是不但人受苦，就連受造萬物也一同受苦，因此「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羅
8:19)。保羅將我們的目光由自己的掙扎受苦，帶到原來受造之物也在等待神的兒女的救恩完全實現！我們仍會
患病、衰老死亡，大地在人帶着罪性的治理下也是如此。然而，這不但是因為人類的所作所為，同時也是神所命
定的旨意。神原本所創造的世界是美好的，但因罪的影響，於是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變得衰敗，未能實現
神原初創造時的意義。「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羅8:20)這不是
受造物自願的，乃是神叫牠們如此！根據創世記的記載，死從一人而來。當亞當犯罪，眾人都因着他死了，也因
着人類始祖犯罪，地同樣因而受詛咒。人類的生活受限制，就連地也受限制，生出荊棘和蒺藜來，令人要拼命耕
作，勞碌工作才得糊口(創3:17-19)。人和動物的關係本來十分緊密，但因着罪的影響，走獸和飛鳥都驚恐，懼
怕人類(創9:2上)。「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羅8:21) 神的創造原是
美好的，可惜，現在環境被破壞，萬物未能展現牠或它們應有的角色，於是唯有一同歎息、勞苦(羅8:22)。神賜
予的救恩，不單惠及我們人類，也是因為人類得救，能讓神所創造的萬物恢復原有的榮耀，脫離敗壞的轄制。我
們信主的人已得着神確切的應許及新的生命，但仍盼望將來救恩完全實現的時候，見證神那原初創造的天地萬物
的圖畫。神賜予我們的救恩可以理解為「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即仍有將來完全實現的一天，就是
這指望，使我們今生充滿盼望地活着，保羅也鼓勵信徒以「忍耐等候」的心志堅持(羅8:25)。

屬靈意義
原來人類犯罪，不但破壞了人與神的關係(對應2021年主題)，也影響了人對自己的認識以及人際關係(對應
2022年主題)，就連受造萬物也深受其害(對應2023年主題)。當我們得贖，將來得榮耀之時，便可讓受造之物恢
復應有的美麗與尊嚴，即恢復了創世記1章裏「神看着是好的」的圖畫。在基督裏，我們都是新造的人，率先嘗
到主恩的滋味，能與神和好。「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5:17)當
救恩完全成就、主再來之時，不但人的盼望終能實現，就連受造之物也同享這份榮耀和恩典。
在基督裏，我們都是神的兒女，都是羅馬書中所指的「神的眾子」(羅8:19)。事實上，受造之物因着人的犯
罪仍服在虛空之下，指望着脫離敗壞的轄制，同享神兒女所當得的榮耀與自由。當我們與萬物結連，便能重拾神
創造我們時本應有的形象，雖然我們知道今生未能完全實現，即使我們已有聖靈初結的果子，但仍會經歷(因罪

而帶來的)生老病死，故此仍需忍耐等候。我們盼望主再來時的新天新地，這是事實；屆時神的兒女將完全顯現
出來，這也是事實；神將來審判時，必會把麥子和稗子分開，雖然我們將在新天新地中服事神，卻不表示現今在
地上便不用服事神──我們要「預先」活出天國子民的樣式，學習和操練怎樣活出這榮耀的樣式，在關懷受造萬
物之上也應如此。

實踐方向
1) 透過受造萬物幫助我們讚美神
宇宙萬物都是神所創造，我們可透過觀賞神創造之奇妙來敬拜神，包括美麗的大自然景物、動植物，並以此
頌讚神造物的奇功。另一方面，也可參考別人怎樣和大自然融合和互動，例如：詩篇8篇(「耶和華──我們的主
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和104篇(「我的心哪，你
要稱頌耶和華……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鋪張穹蒼，如鋪幔子……使地永不動搖。」)，便讓我們藉着大自然看
見神的榮美。此外，神奇妙的創造也教人想起詩歌《美麗光明物》，如你對科學有興趣，也可藉着研究，發掘神
當中的創造智慧。

2) 透過受造萬物認識神的權能
在聖經中，受造萬物都是神的僕役，「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羅8:20)除了在創世記中，地因人犯罪的緣故受咒詛(創3:17)外，受造萬物本是神賜福的工具(參申30:9-10)
，也是神審判及彰顯權能的工具，出埃及記6章便記載了法老的心剛硬，於是神藉十災來拯救以色列人，並彰顯
自身主宰萬物的權能。此外，神的神聖是人不可測透的，神的智慧與創造也遠超人的見識。約伯在受苦之中跟三
位朋友辯論，糾結於「順服、敬畏神便會得蒙賜福，犯罪的必受禍患」的因果關係，然而從神的回答中，顯示了
神的旨意遠遠超越這種簡單的道德、因果的推論，事實上，神藉着創造來彰顯了祂的智慧(伯38-41章)。透過受
造萬物能讓我們看見人類的有限，並對創造的主發出敬畏之心。

3) 透過受造萬物塑造靈命
受造萬物能對人有所啟發。箴言教導我們，螞蟻的動作叫人得智慧(箴6:6-8、30:25-27)。約拿書4章，神藉
蓖麻來教導約拿對人要有關愛之心──蓖麻的生長、凋謝都分別令約拿感到舒暢及痛苦，更何況這尼尼微大城中
的人與牲畜呢(拿4:10-11)？另外，在教會歷史裏，一些「沙漠教父」放棄了城市的生活，到偏遠的地方獨處，
又或建立修道群體，專心與神親近。他們在曠野中的屬靈操練和體會到的智慧成為教會歷史寶藏的一部分，而更
特別的，是他們的傳記提及與野地的動物和諧相處──修士給動物喝水，動物又會找修士求助，甚至如動物破壞
農莊被修士責備後，竟然會悔改！這不禁使人想起創世時人治理萬物的情操，以及和受造物和諧相處的情景。雖
然歷史傳記有否誇大未可詳考，但其情操卻能擴闊我們在靈命塑造上的可能性。

4)在見證福音上
對受造萬物的思想或行為會影響我們在世上的見證。據我有限的觀察，這時代的香港基督教於環保的關注
上，仍處於較落後的步伐，或者放遠一點來說，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的基督教對世界萬物的關注，仍與世界的步伐
有落差。這也許和神學上的取向有關，例如會否因只專注靈魂得救及擴展信仰的影響力，而忽略了神從創世以來
賦予人的責任呢？在60年代起，環境及生態危機開始成為世界關注的議題，歷史學者韋特(Lynn White)研究生態
危機的歷史原因，指出基督教過往對創世記1:28中subdue the earth的一句 (《和合本》譯為「治理這地」) 解
作「轄制」、「將萬物踏在腳下」，間接地成為人類蹂躪自然環境的理據。這論點引發起學術界及神學界的討
論，而這方面的課題更已提升到跟基督教信仰的見證有關，需要我們反思。教會及信徒在各方面為主作見證，但
若把受造萬物的關注放在很後的位置，不重視環境的保護，在今時今日的社會便不是一個好見證。香港作為世界
大都會，過往偏重經濟發展，但隨着時代進步，社會上的環保意識也越來越高，對生態的關注、不浪費、善用和
珍惜地球資源等等，也漸成了社會的共識及取態。近年流行關於ESG的推動──E是指environment環境：生產過
程炭中和、運用資源上是否可持續等等；S是指social responsibility社會責任：包括是否尊重人權、保障消費
者權益、將利潤用作慈善公益等等；G是指governance管理制度、對員工的保障、資訊透明度等等。如弟兄姊妹
中有營商的，或是作管理層的(包括教會)，也應表現出對神所創造的世界的關愛，負責任地治理這地。

結語
我們與神和好，在基督裏成了新造的人，而這身份影響着我們與受造萬物的關係。我們在今生持守那永恆的
盼望，也要活出神所賜給人類的責任，治理受造萬物，不要以為反正將來有新天新地，現在便可放任不顧，讓其
敗壞。今天的經文說明了我們現在得救，將來完全地實現救恩也是與受造萬物相關，而這並非零和博弈。我們也
能藉着受造萬物更認識神、親近神，反省自己的生命。就讓我們在新一年思想「基督是主‧與受造萬物結連」這
課題，學習、操練作管家的職份。

兒幼部
開學巡禮
日期:

2023 年
1 月 7 日 | 1 月 8日
星期六 | 主 日
時間:

下午 3:30 - 4:30 | 下午 2:30 – 3:30
地點:

城浸大禮堂
內容:

與受造萬物結連
每班介紹、頒獎
唱詩、信息、讀經計劃立願禮、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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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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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
CA

九龍城浸信會差會

2020
3
柬埔寨宗教文化學習團
柬埔寨宗教文化學習團
5-10/4/2023

目的： 1) 認識柬埔寨歷史文化、福音需要
2) 參與當地服侍，關懷本會宣教士
20-34歲
本會會友
名額：10
全費HK$7,000
可獲差會津貼，
及按機票價格調整
截止報名：21/1/2023
須經甄選或個別約見
完成集訓及出席祈禱會
查詢：羅浩輝同工
（27674288）

報名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