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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的心志 

林慶榮長老 

前言 

 在是年青成退修會的「無懼寒冬」聚會中，講員分享了一件事，

在二零一八年超強颱風山竹吹襲香港後，他看到許多巨大的樹木被連根

拔起的情景，深感困惑，因他身居北方多年，看過不少強風吹襲樹木的

情景，但從不見那些孤立的小樹被吹至連根拔起，為何香港這些巨大樹

木竟會如斯不堪一擊呢？故他問及修讀植物學的妻子有關現象，得到的

回覆是—香港雨水太多，樹木不用扎根太深便有豐富水源，故在暴風的

吹襲下，那樹幹粗壯而樹根短淺的巨木便顯得脆弱，可是北方乾旱，一

般樹木要札根至深處才能得到滋潤，倒在烈風吹襲下仍屹立不倒，分別

在於那看不見的根部。這話對是次聚會的會眾有非常強烈的印象與提醒，

究竟我們今天的信仰是否在豐富的資源供應中，而沒甚札根在基督裡呢？

在看似茂盛茁壯的外表，能否在真的試煉來臨時仍能屹立不倒嗎？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

在你們那裡，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

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

們得救，都是出於 神。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祂

10.2019  



 

受苦。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

(腓 1:27-30)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

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祂並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祂被罵

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祂被

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

上活。因祂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前 2:21-24)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

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你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後，就可

以不從人的情慾，只從 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彼前 4:1-2) 

１）毋遺忘召命 

 ａ）要為主受苦 

無論是使徒保羅或使徒彼得都提醒信徒們要正視蒙召的事實，因著

基督的救贖把我們從世界中分別出來，亦承受從主而來的福音託付，每

一位蒙恩得救的信徒都有責任要把主的福音與別人分享。可是這救人出

死入生的福音一直為魔鬼所憎惡與敵對的，甚至會鼓動被牠轄制的罪奴

來從事敵對 神的惡行。從五旬節教會建立開始，福音是一直受到敵視

與攻擊，因為基督信仰裡許多的真理都是具排他性的，無論在昔日或今

天，都不受仇敵所歡迎。如「除祂以外，別無拯救」的宣告，宗教上被

猶太人視為僭妄的話；在政治上被羅馬視為顛覆政權的叛變。又如「世

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的判定，對猶太與外邦來說都是被憎

惡的。故保羅早已明言末世的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面對敵

視真道的人，又豈能免卻苦難呢？ 

雖然在初代教會，羅馬政權起初視基督教會為猶太教的分支而未作

出逼迫，可是基督教會因持守純正的福音而漸漸被猶太教逼迫，羅馬政

 

權亦視基督教會為非法社團而多加逼害，尤其後來在敬拜君王為神祉的

命令下，基督教會謹尊耶穌基督為主（救主與王）而拒絕屈膝下拜羅馬

君王（該撒），因而被下到監中受苦，甚至大批信徒在鬥獸場上殉道。

初代教會的信徒不是因犯罪而被逼迫遭殺害，只因持守純正的信仰而甘

心受苦！ 

教會歷史發展下去，福音每傳揚至新地域，因著人對真理的誤解

與抗拒，未信者在驚恐與猜忌中不住作出無理的攻擊，如「敞開的門

（ ）」的研究，當人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時，則被視為有害

於政權、文化與其他宗教信仰，破壞原有社會的生態平衡，故許多歸信

基督者便受到無理的逼害。或許我們活在一直

信仰自由的地方，亦因從沒留意在現今仍有許

多在主裡的弟兄姊妹正正為了基督信仰而受到

嚴厲的逼迫，甚至是滅絕性的屠殺，這可從敞

開的門網站上或相關網站中查證。這群受逼迫

的信徒從沒有為了自保而放棄持守信仰或真理，

倒是謹記主的召命，在承認基督之時甘願為祂

受苦。 

ｂ）要靠主站穩 

保羅提醒腓立比信徒要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在仇敵的攻逼下要

站立得穩，不要因著他們的驚嚇而作出妥協。這話在現今的世代是更具

真實的，今天在講求多元化，寬容是許多人常掛在口邊的話，可嘆是在

這些寬容裡早已把基督的真理丟棄了，不再理會對錯，也不探求是非曲

直，在這後真相時代，感受遠比事實重要。說感受是被重視，而說真話

的人卻被譴責，在這大時代的氛圍下，基督真理早已一而再被輕視、被

曲解，為了要迎合人的軟弱。誠如先知阿摩司所言：「你們怨恨那在城

門口責備人的，憎惡那說正直話的。」(摩 )在聖經裡，沒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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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主那邊的人，是不會受到逼迫與攻擊，相反，攻擊與逼迫是嚴苛的，

但主從不讓屬祂的人孤單前行，如保羅所言，主站在他旁邊加力給他，

使他可勇敢為主受苦！ 

在信仰自由之地是否沒有逼迫呢？不！不過是另類的逼迫，所面對

的挑戰也是毫不容易。誠如是期會訊書籍裡提到，在新寬容觀裡是具有

更激烈的不寬容特性，對任何絕對性或排他性的觀念與立場，是用絕對

不寬容的態度去追擊與壓迫，是涵蓋生活許多層面上，每個屬主的人都

不能倖免於這些挑戰與衝擊。在包容的外衣下，現今的信徒不如昔日信

徒般能詳言真理的內容，持守真理是會受到欺凌的，如拒絕行惡，會像

彼得所言被視為怪，會遭受各樣的污名，當不被視為一個人的時候，許

多激烈錯謬的行動便會接踵而來，誠如今天社會上的對罵一樣。曾有一

位開辦旅舍與宴客服務的西方信徒，因信仰立場而拒絕給一同性婚禮作

婚宴服務，因而招受法律訴訟，法官以此定為歧視而判八萬美元賠償費

用，並以接受該對同性戀者的訂場，則便不用承受罰款。對許多人來說，

這不過是一宗生意而已，可是這信徒坦然回應法官，若認為他這作法是

歧視，他便接受法官的罰則，但他不會收回他對信仰的看法！若換了你

我，是否有此勇氣去表明信仰的立場呢？這樣的欺凌行為在西方社會中

常有出現，許多信徒被逼放棄信仰原則去包容其他人的惡行，你看今天

社會裡是否已開始有這種行徑出現呢？不過用的理由不同，但在不久的

未來，你我或會要為信仰承受這樣的衝擊！為主受苦的確是要付上代價，

而且是價值不菲的！問題是主在你心中值幾何呢？要為主受苦也要靠

主才能站立得穩！ 

若在未來，信仰上會受到更多的限制，你我是否願意為主而甘願受

苦呢？但你我今天為那將要承受的苦難作了甚麼準備呢？你我的生命

否已深深在基督裡扎根呢？ 

 

 

２）毋遺留兵器 

除了保羅在以弗所書提到的全副軍裝外，彼得在這裡提到要有受

苦的心志作為兵器，這話可翻作：用受苦的心志把自己武裝起來！即使

受過訓練的人用上不熟練的兵器，對他們來說可能不是保護；倒是一個

負累與禍患，如大衛無法使用掃羅的軍裝去對付歌利亞，因那不合適的

尺碼與重量使他無法行走，只不過成了一個活靶而已！但對一個受訓的

人來說，最重要的兵器卻是在他的心裡。筆者曾看過一個軍事訓練的電

視節目，介紹那些軍人在鐵絲網下爬行的訓練，主持人指出這個訓練的

目的是要訓練士兵有極強的意志力，

即使是被炸斷手腳，仍堅定地爬行去

完成使命，因為最重要的力量在其意

志，而非體力或火力。面對猛烈的屬

靈爭戰，空槍上陣故然是極之愚昧，

可是你我熟練受苦的心志這兵器嗎？

我們面對受苦是否有這堅強的意志

力呢？又如何能鍛練出來呢？ 

 ａ）想念祂受苦 

彼得提及基督在肉身受苦這話，他用的頭銜是「基督」。是要強調

祂原來的身份，祂就是那位受膏者—是創世以前預先被 神知道的那位；

就是那無瑕無疵的羔羊。是為了我們，祂甘心降下塵世，把祂原有的榮

耀與權利都捨棄；又是為了要明白體恤我們的軟弱，並甘心親嚐人世間

的一切苦難。基督受苦的高峰是祂甘心捨命，在沒有任何根據下被定罪，

這是受著極大的冤屈，也受著極不人道的對待，這是祂到世間來早已深

知要面對的，可是祂卻絕不逃避，因從孩童時代早已知曉，並切切等候

那日子！主曾說過祂是好牧人(參約 )，祂也是為著愛父而遵行祂

的命令(參約 )，祂所定睛注視的不在人如何對待祂，而是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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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令(參約 )，祂所定睛注視的不在人如何對待祂，而是祂如



 

何對待父與祂的旨意！ 

彼得說要以受苦的心志作兵器，因為受苦與受苦的心志是兩碼子的

事，受苦是外在的現實，而受苦的心志是內裡的實況；受苦可以是無可

奈何，而受苦的心志卻是堅定不移。有受苦的心志使人在火煉中，信心

與品質越顯精純，但缺了受苦的心志，則使人像煉而又煉，終是徒然而

成為被棄的銀渣，甚至在其中不住使苦毒、埋怨與不滿加增。沒人喜歡

受苦，這是正常的，主亦不需要我們自製苦難來討祂喜悅。在末後的時

代人是單顧自己，甚至信徒總是害怕因遵行 神旨意而受虧損，但祂所

喜愛的是人因為祂名的緣故，不以祂為恥，學像祂為行 神旨意而甘心

受苦！希伯來書作者提醒我們要思想那忍受罪人頂撞的，免得我們疲倦

灰心，因在不住受攻擊下，人的意志總會有低沉之時，但想到主曾為我

們受苦，因而受激勵並甘心承受忍耐！ 

 ｂ）跟從祂腳蹤 

當人想念主的時候，不但會受激勵，同時會清晰看到基督留給我們

的榜樣，教我們跟從祂腳蹤！主的榜樣是甚麼呢？在祂忍耐的背後是存

著信心與盼望，祂不單看見十字架，也看到十字架背後等待祂的榮耀與

喜樂。因深知父是掌管一切，故祂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

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人在受到不公平對待時，不但容易還

口，更是會還手，有時還手比還口更快，如彼得拔刀向大祭司的僕人耳

朵砍下去一樣，未待主回應已出手了，但主如何提醒呢？是「收刀入鞘

吧！因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主看重的不是有沒有能力反抗，而是

有沒有順服父旨意的決心！當人盡上自己當盡的本份，其餘是父的工作，

而且父是有祂所定的時間，在這忍耐等候的時間是需要受苦的心志來衛

護我們的心靈，使我們不至失卻盼望。 

留心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表現，沒有一點的苦毒，沒有一點的怨恨，

祂在受苦裡是默默無聲，將祂生命的美善向眾人展示出來，並吸引人歸

 

向祂，你看那敵對的百夫長，也不禁稱主「這真是個義人」！你我在受

苦裡展示出甚麼樣的生命來呢？能否叫人佩服，並且歸榮耀給 神呢？

彼得提醒我們若因犯錯而受苦（責打），能忍耐，有甚麼可誇呢？小心

在受苦裡沒成長，因沒想到自己正是苦難的始作俑者，一次又一次的失

敗而未有醒覺，那又豈會蒙恩呢？這甚至是邪惡的事，因在屢次的受苦

中仍看不見自己的軟弱與敗壞，並且在受苦中變本加厲，誠如那些黑社

會以坐監為進修一樣！  

 ｃ）揀選祂旨意 

主耶穌榜樣裡另一個特性是祂甘心順服，是在於祂非常留意與重視

父的旨意，並且祂為父的緣故而順服人一切的制度。基督本是 神，祂

有絕對的權柄來越過一切的限制，可是祂卻留下了順服的榜樣，祂沒有

漠視人間的一切制度，你看祂從小是照著律法上吩咐去作，年幼時已切

心要以天父的事為念，可是時候未到，祂仍甘心順服在約瑟、馬利亞之

下，順服聽從他們的話。我們在這功課上學得好嗎？在世間，人總以自

己比別人優勝而常常不守規則，甚至以能遊走法律隙縫為榮，這是為了

免卻許多必須的苦！但這一切終有被顯露的一天，如第七屆環法單車的

岩士唐多年後被揭發服用禁藥，曾擁有的榮譽一夕間全被掃清。先知約

翰提醒我們，這世上一切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

常存。 

特別在這個自以為義的時代，人總以為自己覺得有道理便可任意而

行，但有否留心聖經真理的明訓是甚麼呢？有否留心 神的旨意在你我

身上的帶領與定意呢？ 神對每個屬主的人未必有相同的帶領，是需要

你我安靜主前，求問祂的旨意，請求祂的引領，好讓我們堅定祂的旨意

能成就在我們身上，即使要受苦亦從不偏離，這正正需要有受苦的心志

在我們裡頭護衛我們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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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彼得提醒信徒：「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

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著無虧的良心，

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裡有好品

行的人自覺羞愧。」(彼前 )這話說明信徒當有光明的行徑，像

基督有好品行，絕不逾越界線，不給人留下把柄，有好的態度回應挑戰，

在信仰受到攻擊之時顯露基督的樣式，即使受苦亦從不在真理中退後妥

協，這正正是受苦的心志所表現出來的氣魄，但願你我在受苦的心志上

好好操練，以至榮耀歸主！ 

  

 

 
 

 
 

 
  

消息及代禱 

1. 本年度的「事奉人員交通會」定於 27/10(日)下午 3:00假香港短宣中
心舉行，請各事奉人員備心出席。 

2. 本年度的聯堂培靈會定於 8-9/11(五、六)假沙田基督書院舉行，聚會
時間分別為晚上 7:30及 7:00，主題為「『升呢』人生」，講員為倫思
學牧師，請肢體踴躍出席。 

3. 「新里程˙新挑戰(五)～見證分享」改期於 11/1/2020(六)晚上 7:00
假紅磡堂舉行，內容為肢體分享預備退休或提早退休的心路歷程，

立志為神活出精彩的人生下半場，歡迎有關肢體預留時間出席。 

4. 2020年 1月 5日舉行「第 56周年聯堂感恩聚會」，地點為中文大學
邵逸夫堂，請肢體留意。 

5. 感謝神為九龍灣堂預備一位男傳道—陳家駿先生於 10月中上任，請
為其適應及與肢體的關係建立代禱。 

6. 寶林堂傳道雷靜儀姑娘因個人需要由 10月起轉為半職，請記念堂會
和雷姑娘的健康都蒙神保守。 

7. 紅磡堂黃浩星弟兄於 10月開始短宣中心半年青宣課程，請為其學習
及佈道心志代禱，能為主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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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經主任傳道交通後，有翠屏堂楊偉山弟兄及張欣欣姊妹被堂會推薦
承擔執事一職，現開始諮詢期至 11月底，肢體如有任何疑問，可直
接聯絡堂會傳道或長執會主席。 

 
 
 
堂會 工作範圍 申請資格 

紅磡堂 

 策劃及推動教會福音事工 
 協助青少年事工 
 跟進福音對象 
 處理日常文書工作 

 有傳福音及栽培心志 
 曾受佈道訓練或相關
經驗 

 能處理日常文書工作 
 上任後須於本堂聚會 

✽有意肢體請將履歷電郵至聯堂郵箱，有關資料只供招聘用。 

  

 

 
 

 

消息及代禱 

1. 6/10(日)2:00pm南亞家庭探訪。 
2. 20/10崇拜內有差傳祈禱會(主題：星閃)，原定 16/10(三)祈禱會將改
於該日舉行。 

3. 20/10(日)2:00-4:30pm合團差傳嘉年華，邀請南亞裔家庭與弟兄姊妹
有共融活動，如看表演、扭氣球、桌遊及茶點。 

4. 3/11懇親主日，內容：武術表演、信息分享、午宴，地點：教會及
黃埔 Club One。 

5. 蒙神賜福，以撒團契譚昕姊妹於 30/8生下女兒，記念李健朗弟兄與
姊妹有美好的適應。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

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63 18 176 28 40 1 

團契

聚會 
長青 大衛 安得烈 以西結 以撒 腓利 所羅門 GIFTeam 和散那 拿細耳 利百加 

21 7 23 5 5 6 7 10 16 6 25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6/10 王安洋牧師 劉慶華 鄧思恆 鄭庭健、劉美英、黃少芳

13/10 何子雄先生 楊德華 鄧思恆 林日豐、吳鳳芝、黃婉曦

20/10 林慶榮長老 曾智威 馮潔嘉 鍾成彥、成栢欣、蔡慧儀

27/10 蔡靜儀姑娘 陳銘康 吳卓怡 雷啟宏、余綺娜、吳少蓉



 

8. 經主任傳道交通後，有翠屏堂楊偉山弟兄及張欣欣姊妹被堂會推薦
承擔執事一職，現開始諮詢期至 11月底，肢體如有任何疑問，可直
接聯絡堂會傳道或長執會主席。 

 
 
 
堂會 工作範圍 申請資格 

紅磡堂 

 策劃及推動教會福音事工 
 協助青少年事工 
 跟進福音對象 
 處理日常文書工作 

 有傳福音及栽培心志 
 曾受佈道訓練或相關
經驗 

 能處理日常文書工作 
 上任後須於本堂聚會 

✽有意肢體請將履歷電郵至聯堂郵箱，有關資料只供招聘用。 

  

 

 
 

 

消息及代禱 

1. 6/10(日)2:00pm南亞家庭探訪。 
2. 20/10崇拜內有差傳祈禱會(主題：星閃)，原定 16/10(三)祈禱會將改
於該日舉行。 

3. 20/10(日)2:00-4:30pm合團差傳嘉年華，邀請南亞裔家庭與弟兄姊妹
有共融活動，如看表演、扭氣球、桌遊及茶點。 

4. 3/11懇親主日，內容：武術表演、信息分享、午宴，地點：教會及
黃埔 Club One。 

5. 蒙神賜福，以撒團契譚昕姊妹於 30/8生下女兒，記念李健朗弟兄與
姊妹有美好的適應。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

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63 18 176 28 40 1 

團契

聚會 
長青 大衛 安得烈 以西結 以撒 腓利 所羅門 GIFTeam 和散那 拿細耳 利百加 

21 7 23 5 5 6 7 10 16 6 25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6/10 王安洋牧師 劉慶華 鄧思恆 鄭庭健、劉美英、黃少芳

13/10 何子雄先生 楊德華 鄧思恆 林日豐、吳鳳芝、黃婉曦

20/10 林慶榮長老 曾智威 馮潔嘉 鍾成彥、成栢欣、蔡慧儀

27/10 蔡靜儀姑娘 陳銘康 吳卓怡 雷啟宏、余綺娜、吳少蓉



 

 
 
 

消息及代禱 

1. 第 4季主日學為「政治倫理與信徒的實踐」，研習聖經的政治神學、
政教分離的意義、神學家的看法與信徒的倫理抉擇，讓我們都開眼

界與保持主內合一。 
2. 6/10(日)為親子主日，全教會老幼一起敬拜上帝。 
3. 6/10崇拜後至 3時為事奉人員集思會，誠邀所有團契導師和職員出
席，為教會發展共商與守望。 

4. 13/1(日)下午 2:00-3:30為「教會探訪佈道」，探訪深水埗區的家庭。 
5. 20/10(日)崇拜後至 2:30，有青少崇(東九龍區)交流會，誠邀中學生
至大專生、家長和導師出席，了解更多青少崇安排。 

6. 深、石兩堂的「青苗計劃」於 10月開展，求神使用與賜福學生和
教會。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53 12 108 20 48 -- 

團契聚會 
以便以謝 非拉鐵非 保羅 以利沙 伯利恆小組 週三家長查經 

21 18 8 13 4 5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葉國麟先生 嚴家豪 黃秀娟 張婉霞

13/10 蔡寶絲姑娘 賀永堅 謝秀琼 羅素素、曾婷婷

20/10 梁秀霞姑娘 盧家杰 李詩蔓 趙小玲、林本榮

27/10 佘慶基博士 陳建良 康慧敏 曾勝妹、鄧君偉

 

消息及代禱

1. 10-12月新一季主日學：《珥、俄、彌》由周姑娘負責，請大家踴躍
報名參加，一同在聖言上學習。 

2. 教會 10-12月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及祈禱會主題/負責人表已張貼在
報告板，請肢體留意並預備事奉。 

3. 為堂會剛受浸的團友祈禱，求主繼續保守他們成長。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16 5 72 12 7 -- 

團契聚會 
路加 尼西 伯特利小組 約書亞 

8 12 11 3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周素芬姑娘 葛文俊 方  娜 黃振聲、林莉凱 

13/10 雷露珊姑娘 楊志聰 林寶燕 黃智益、周麗瓊 

20/10 關惠如姑娘 洪錦吉 朱寶瑤 余漢偉、江少珊 

27/10 吳明光先生 何瑞強 林寶燕 許少雄、蘇曉娟 

 



 

 
 
 

消息及代禱 

1. 第 4季主日學為「政治倫理與信徒的實踐」，研習聖經的政治神學、
政教分離的意義、神學家的看法與信徒的倫理抉擇，讓我們都開眼

界與保持主內合一。 
2. 6/10(日)為親子主日，全教會老幼一起敬拜上帝。 
3. 6/10崇拜後至 3時為事奉人員集思會，誠邀所有團契導師和職員出
席，為教會發展共商與守望。 

4. 13/1(日)下午 2:00-3:30為「教會探訪佈道」，探訪深水埗區的家庭。 
5. 20/10(日)崇拜後至 2:30，有青少崇(東九龍區)交流會，誠邀中學生
至大專生、家長和導師出席，了解更多青少崇安排。 

6. 深、石兩堂的「青苗計劃」於 10月開展，求神使用與賜福學生和
教會。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53 12 108 20 48 -- 

團契聚會 
以便以謝 非拉鐵非 保羅 以利沙 伯利恆小組 週三家長查經 

21 18 8 13 4 5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葉國麟先生 嚴家豪 黃秀娟 張婉霞

13/10 蔡寶絲姑娘 賀永堅 謝秀琼 羅素素、曾婷婷

20/10 梁秀霞姑娘 盧家杰 李詩蔓 趙小玲、林本榮

27/10 佘慶基博士 陳建良 康慧敏 曾勝妹、鄧君偉

 

消息及代禱

1. 10-12月新一季主日學：《珥、俄、彌》由周姑娘負責，請大家踴躍
報名參加，一同在聖言上學習。 

2. 教會 10-12月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及祈禱會主題/負責人表已張貼在
報告板，請肢體留意並預備事奉。 

3. 為堂會剛受浸的團友祈禱，求主繼續保守他們成長。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16 5 72 12 7 -- 

團契聚會 
路加 尼西 伯特利小組 約書亞 

8 12 11 3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周素芬姑娘 葛文俊 方  娜 黃振聲、林莉凱 

13/10 雷露珊姑娘 楊志聰 林寶燕 黃智益、周麗瓊 

20/10 關惠如姑娘 洪錦吉 朱寶瑤 余漢偉、江少珊 

27/10 吳明光先生 何瑞強 林寶燕 許少雄、蘇曉娟 

 



 

消息及代禱 

1. 6/10(日)有月首祈禱會，記念香港的平安及 13/10感恩見證會。 
2. 6-7/10基利心團契生活營，記念團友有美好的交通。 
3. 20/10(日)有崇拜小組祈禱會和哈拿小組，請預留時間參加。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21 7 78 10 18 1 

團契聚會 哈拿小組 約翰 波阿斯 基利心 青少年小組 
13 14 13 16 --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雷露珊姑娘 陳文彬 余德勤 潘子平、廖寶蓮

13/10 葉國麟先生 劉家強 嚴嘉文 彭漢忠、戴玉英

20/10 雷靜儀姑娘 黃仲良 余德勤 郭永明、鄭素琴

27/10 張雲開先生 鄭禮豪 范樂欣 黃世吉、陳玲雅

 

 

消息及代禱

1. 長執會正安排 2020年行事曆及事奉人員，請為這家能更同心合一
禱告。 

2. 6-7/10(日至一)俄巴底亞團契生活營，記念團友之間美好相交及進深
分享。 

3. 12/10(六)下午 4:00-6:30為俄巴底亞團契 15周年感恩會，歡迎肢體
參與，共證主恩。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福音班 
64 46 191 20 51 13 

團契聚會 以賽亞 約西亞 俄巴底亞 樂 Teen小組 婦女查經 以馬內利小組 
10 11 11 4 19 32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6/10 葉振璋先生 岑沛亮 周燕如 沈可平、何金蓮、劉有蓮、張寶兒、袁宏獻、沈潔盈 

13/10 鍾志球先生 譚紹德 梁劍韻 譚國偉、關艷芳、楊少萍、劉小玲、陳  彩、李綺雲 

20/10 黃鴻權先生 高颸祈 陳惠珠 余銘維、廖秀卿、李土蓮、劉懿嫻、吳萼䲷、林玉梅 

27/10 陳帶娣姑娘 吳志明 袁宏毅 蔡日傑、伍麗嫦、戴璟欣、蔡婉婷、陳海雅、江少琼 



 

消息及代禱 

1. 6/10(日)有月首祈禱會，記念香港的平安及 13/10感恩見證會。 
2. 6-7/10基利心團契生活營，記念團友有美好的交通。 
3. 20/10(日)有崇拜小組祈禱會和哈拿小組，請預留時間參加。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21 7 78 10 18 1 

團契聚會 哈拿小組 約翰 波阿斯 基利心 青少年小組 
13 14 13 16 --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雷露珊姑娘 陳文彬 余德勤 潘子平、廖寶蓮

13/10 葉國麟先生 劉家強 嚴嘉文 彭漢忠、戴玉英

20/10 雷靜儀姑娘 黃仲良 余德勤 郭永明、鄭素琴

27/10 張雲開先生 鄭禮豪 范樂欣 黃世吉、陳玲雅

 

 

消息及代禱

1. 長執會正安排 2020年行事曆及事奉人員，請為這家能更同心合一
禱告。 

2. 6-7/10(日至一)俄巴底亞團契生活營，記念團友之間美好相交及進深
分享。 

3. 12/10(六)下午 4:00-6:30為俄巴底亞團契 15周年感恩會，歡迎肢體
參與，共證主恩。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福音班 
64 46 191 20 51 13 

團契聚會 以賽亞 約西亞 俄巴底亞 樂 Teen小組 婦女查經 以馬內利小組 
10 11 11 4 19 32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6/10 葉振璋先生 岑沛亮 周燕如 沈可平、何金蓮、劉有蓮、張寶兒、袁宏獻、沈潔盈 

13/10 鍾志球先生 譚紹德 梁劍韻 譚國偉、關艷芳、楊少萍、劉小玲、陳  彩、李綺雲 

20/10 黃鴻權先生 高颸祈 陳惠珠 余銘維、廖秀卿、李土蓮、劉懿嫻、吳萼䲷、林玉梅 

27/10 陳帶娣姑娘 吳志明 袁宏毅 蔡日傑、伍麗嫦、戴璟欣、蔡婉婷、陳海雅、江少琼 



 

消息及代禱

1. 5-6/10親子生活營，地點：長洲西園，求主保守天氣及各項籌備。 
2. 兒崇開學禮將於 13/10舉行，求主保守小朋友的適應，賜智慧與愛
心給導師與助教。 

3. 家長講座將在 13/10及 10/11(日)下午 2:15舉行，講員：楊榮添先生，
對象主要是孩子在小學階段或將進入小學階段的父母。兩次題目分

別是：「你有情緒˙我有情緒」(如何控制情緒及適度管教)及「我不
是豬一般的隊友」(天生我才必有用，如何培養孩子的能力)。 

4. 聯團培靈會於 26/10(六)晚上 6:00舉行，講員為陳偉迦牧師(建道神
學院新約聖經科老師)。 

5. 林霧棠弟兄的母親於日前離世，求主保守一家心情。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48 7 95 33 31 

團契聚會 
亞伯拉罕小組 提多 司提反 摩西 約瑟 以斯拉 加百列 翱翔小組 

9 11 10 -- -- 9 10 8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張祥志先生 梁廣煒 劉穎明 黃啟思、劉妍捷、徐少娟、蔡曉欣 

13/10 劉麗梅姑娘 邱靜安 郭伊莉 黃啟思、吳  琦、張惠珍、陳秉權 

20/10 梁國強先生 余立軒 黎曉心 黃啟思、古燕麗、楊振新、羅敬悅 

27/10 梁廣煒長老 尹明志 朱寶瑤 黃啟思、劉安琪、羅淑盈、孔憲樑 
 

 

 

 

消息及代禱 

1. 10-12月主日學：列王紀下、舊約概論(上)，請各肢體按分班出席。 
2. 20/10(日)下午的出擊佈道為「跨文化～猶宣體驗」，由選民事工差
會同工帶隊，鼓勵肢體出席，一同學習關心猶太人。 

3. 27/10為「差傳主日」，講員為黎嘉禮牧師，請備心出席。 
4. 3/11為「祈禱主日」，講員為戴先生，願我們在祈禱生活上更貼近主。 
5. 感恩路得和拿但業團契於 5/10(六)分別舉行第 14屆及第 17屆感恩會，
願神繼續賜福團契的發展，讓主得榮耀！ 

6. 雅各團契徐韻雯姊妹的父親徐楠清先生於 8/9離世，追思會已於 26/9
舉行，求主安慰姊妹及家人。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44 12 112 19 42 3 

團契聚會 
雅各 路得 但以理 巴拿巴 多加 約珥 拿但業 男士小組 撒母耳小組 

8 18 13 11 7 3 8 7 6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戴志遠先生 歐子敬 張文珊 溫健輝、區玉蓮

13/10 許桂華姑娘 楊志強 梁淑恒 麥文輝、林 虹

20/10 周素芬姑娘 曹文康 鍾詠珊 姚嘉儀、李可欣

27/10 黎嘉禮牧師 黃遠訊 梁淑恒 鍾惠康、何慧芬



 

消息及代禱

1. 5-6/10親子生活營，地點：長洲西園，求主保守天氣及各項籌備。 
2. 兒崇開學禮將於 13/10舉行，求主保守小朋友的適應，賜智慧與愛
心給導師與助教。 

3. 家長講座將在 13/10及 10/11(日)下午 2:15舉行，講員：楊榮添先生，
對象主要是孩子在小學階段或將進入小學階段的父母。兩次題目分

別是：「你有情緒˙我有情緒」(如何控制情緒及適度管教)及「我不
是豬一般的隊友」(天生我才必有用，如何培養孩子的能力)。 

4. 聯團培靈會於 26/10(六)晚上 6:00舉行，講員為陳偉迦牧師(建道神
學院新約聖經科老師)。 

5. 林霧棠弟兄的母親於日前離世，求主保守一家心情。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48 7 95 33 31 

團契聚會 
亞伯拉罕小組 提多 司提反 摩西 約瑟 以斯拉 加百列 翱翔小組 

9 11 10 -- -- 9 10 8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張祥志先生 梁廣煒 劉穎明 黃啟思、劉妍捷、徐少娟、蔡曉欣 

13/10 劉麗梅姑娘 邱靜安 郭伊莉 黃啟思、吳  琦、張惠珍、陳秉權 

20/10 梁國強先生 余立軒 黎曉心 黃啟思、古燕麗、楊振新、羅敬悅 

27/10 梁廣煒長老 尹明志 朱寶瑤 黃啟思、劉安琪、羅淑盈、孔憲樑 
 

 

 

 

消息及代禱 

1. 10-12月主日學：列王紀下、舊約概論(上)，請各肢體按分班出席。 
2. 20/10(日)下午的出擊佈道為「跨文化～猶宣體驗」，由選民事工差
會同工帶隊，鼓勵肢體出席，一同學習關心猶太人。 

3. 27/10為「差傳主日」，講員為黎嘉禮牧師，請備心出席。 
4. 3/11為「祈禱主日」，講員為戴先生，願我們在祈禱生活上更貼近主。 
5. 感恩路得和拿但業團契於 5/10(六)分別舉行第 14屆及第 17屆感恩會，
願神繼續賜福團契的發展，讓主得榮耀！ 

6. 雅各團契徐韻雯姊妹的父親徐楠清先生於 8/9離世，追思會已於 26/9
舉行，求主安慰姊妹及家人。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44 12 112 19 42 3 

團契聚會 
雅各 路得 但以理 巴拿巴 多加 約珥 拿但業 男士小組 撒母耳小組 

8 18 13 11 7 3 8 7 6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戴志遠先生 歐子敬 張文珊 溫健輝、區玉蓮

13/10 許桂華姑娘 楊志強 梁淑恒 麥文輝、林 虹

20/10 周素芬姑娘 曹文康 鍾詠珊 姚嘉儀、李可欣

27/10 黎嘉禮牧師 黃遠訊 梁淑恒 鍾惠康、何慧芬



 

 

 

消息及代禱 

1. 請記念屯門堂主日預備去新地方聚會的事情祈禱，願主帶領。 
2. 3/11(日)屯門堂 18周年堂慶感恩會，時間：11:00AM，願主得著最
高榮耀。當天主日學及查經班暫停一次。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成人查經班 福音班 
55 56 204 65 48 18 -- 

團契聚會 福樂團 非尼哈 哥轄 米該雅 青苗小組 
21 33 18 23 60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關惠如姑娘 何志堅 李戀欣 李咏蒑、張鈞兆

13/10 鄭瑞邦先生 梅志杰 羅卓殷 朱子穎、陳迪勤

20/10 黎嘉讓牧師 張信言先生 林嘉雯 劉景耀、孫 晴

27/10 劉麗梅姑娘 魏家駒 曾憲偉 練鳳儀、吳國威
 

  

 

 

 

消息及代禱 

1. 27/10事奉主日，講員：李穎蓮教士，願主使用李教士的信息。 
2. 挪亞小組於 9/10(三)舉行聚會。 
3. 少年小組分別於 13/10及 20/10舉行聚會。 
4. 葉澤宜姊妹於 12/9平安誕下男嬰，為母子健康及一家的適應祈禱。 
5. 林炳華弟兄(林長老父親)安息禮已於 20/9在佛教醫院舉行，求主安
慰家人。 

6. 林榮達弟兄祖母(李旺好婆婆)於 9/9離世，定於 1/10(二)晚在大圍寶
福紀念館 4C妙慈堂守夜，翌日出殯，求主安慰家人。 

7. 陳詠怡姊妹於 3/9離世，安息禮及出殯禮已於 21/9舉行，願主安慰
家人及會眾。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尋道坊 
35 18 89 20 19 2 

團契聚會 
挪亞小組 彼得 加略 以勒 沙龍 雅比斯 姊妹小組 少年小組 

8 9 10 3 9 8 5 8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梁秀霞姑娘 鄭志康 潘詠恩 鍾玉霞、李克勤 

13/10 林慶榮長老 劉曙明 饒皓蓉 陳麗珍、梁雪馨 

20/10 陳家駿先生 黃炳霖 潘頌詩 張月娟、周美玉 

27/10 李穎蓮教士 鄧思維 潘詠恩 楊樂心、陳志良 



 

 

 

消息及代禱 

1. 請記念屯門堂主日預備去新地方聚會的事情祈禱，願主帶領。 
2. 3/11(日)屯門堂 18周年堂慶感恩會，時間：11:00AM，願主得著最
高榮耀。當天主日學及查經班暫停一次。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成人查經班 福音班 
55 56 204 65 48 18 -- 

團契聚會 福樂團 非尼哈 哥轄 米該雅 青苗小組 
21 33 18 23 60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關惠如姑娘 何志堅 李戀欣 李咏蒑、張鈞兆

13/10 鄭瑞邦先生 梅志杰 羅卓殷 朱子穎、陳迪勤

20/10 黎嘉讓牧師 張信言先生 林嘉雯 劉景耀、孫 晴

27/10 劉麗梅姑娘 魏家駒 曾憲偉 練鳳儀、吳國威
 

  

 

 

 

消息及代禱 

1. 27/10事奉主日，講員：李穎蓮教士，願主使用李教士的信息。 
2. 挪亞小組於 9/10(三)舉行聚會。 
3. 少年小組分別於 13/10及 20/10舉行聚會。 
4. 葉澤宜姊妹於 12/9平安誕下男嬰，為母子健康及一家的適應祈禱。 
5. 林炳華弟兄(林長老父親)安息禮已於 20/9在佛教醫院舉行，求主安
慰家人。 

6. 林榮達弟兄祖母(李旺好婆婆)於 9/9離世，定於 1/10(二)晚在大圍寶
福紀念館 4C妙慈堂守夜，翌日出殯，求主安慰家人。 

7. 陳詠怡姊妹於 3/9離世，安息禮及出殯禮已於 21/9舉行，願主安慰
家人及會眾。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尋道坊 
35 18 89 20 19 2 

團契聚會 
挪亞小組 彼得 加略 以勒 沙龍 雅比斯 姊妹小組 少年小組 

8 9 10 3 9 8 5 8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梁秀霞姑娘 鄭志康 潘詠恩 鍾玉霞、李克勤 

13/10 林慶榮長老 劉曙明 饒皓蓉 陳麗珍、梁雪馨 

20/10 陳家駿先生 黃炳霖 潘頌詩 張月娟、周美玉 

27/10 李穎蓮教士 鄧思維 潘詠恩 楊樂心、陳志良 



 

 

 

消息及代禱 

1. 10月 5日(六)為耶利米團契第十三屆感恩會，時間︰下午 4:30，歡
迎肢體出席。 

2. 10月 13日(日)短宣中心舉行「短宣畢業受差典禮暨異象分享會」，
時間︰下午 3時正，地點︰觀塘潮語浸信會。鄭健川弟兄及李美湘
姊妹為是屆畢業短宣，歡迎肢體出席，同頌主恩。 

3. 10月 23日(三)晚上 8:00-9:00為「週三祈禱會」，請肢體踴躍參加，
同心禱告、守望。 

4. 10月 27日(日)為差傳主日，講員︰鄭以心牧師。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37 26 94 12 38 4 

團契聚會 
耶利米 米沙利 婦女查經班 尼希米小組 常青小組 信實活力小組 

12 35 9 22 5 9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黃朱鳳美傳道 鄭健川 李淑嫻 張兆坤、佘曉彤 

13/10 趙雁婷姑娘 何廣達 林嘉文 連宗正、馬愛蓮 

20/10 賴瑞娟姑娘 何浩華 王思婷 黎嘉瀅、容廣潤 

27/10 鄭以心牧師 龔家毅 羅影儀 譚傑文、勞曉欣 
  

 

 

 

 

 

 

 

消息及代禱 

1. 10-12月主日學：職場宣教工作坊(商區福音使團負責)、初信栽培課
程及福音班，請各肢體踴躍出席。 

2. 27/10祈禱主日，講員：黃鴻權先生，信息後有分組祈禱，請備心
出席。 

3. 10/11主日學時段有「受浸肢體交通會」，當日福音班及主日學暫停
一次，請各受浸肢體預留時間，一同為教會守望。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主日學 兒童聚會 福音班 
19 15 54 10 8 1 

團契聚會 
馬提亞 撒迦利亞 耶書亞 Star Fighters 

11 5 10 3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林慶榮長老 謝世傑 梁思進 王楚欣、歐展翱、張凱雯、張慧欣、劉詠珊 

13/10 黃啟泰牧師 廖瀚文 張映瀅 鄭冠熙、莫梓侖、梁英儀、張凱雯、莫悅琼 

20/10 許桂華姑娘 何啟忠 羅芷欣 趙少珠、張 俊、張育琪、何永康、楊淑珍 

27/10 黃鴻權先生 李健壕 梁英儀 陳啟豪、歐展翱、成偉明、張育琪、梁思行 



 

 

 

消息及代禱 

1. 10月 5日(六)為耶利米團契第十三屆感恩會，時間︰下午 4:30，歡
迎肢體出席。 

2. 10月 13日(日)短宣中心舉行「短宣畢業受差典禮暨異象分享會」，
時間︰下午 3時正，地點︰觀塘潮語浸信會。鄭健川弟兄及李美湘
姊妹為是屆畢業短宣，歡迎肢體出席，同頌主恩。 

3. 10月 23日(三)晚上 8:00-9:00為「週三祈禱會」，請肢體踴躍參加，
同心禱告、守望。 

4. 10月 27日(日)為差傳主日，講員︰鄭以心牧師。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37 26 94 12 38 4 

團契聚會 
耶利米 米沙利 婦女查經班 尼希米小組 常青小組 信實活力小組 

12 35 9 22 5 9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黃朱鳳美傳道 鄭健川 李淑嫻 張兆坤、佘曉彤 

13/10 趙雁婷姑娘 何廣達 林嘉文 連宗正、馬愛蓮 

20/10 賴瑞娟姑娘 何浩華 王思婷 黎嘉瀅、容廣潤 

27/10 鄭以心牧師 龔家毅 羅影儀 譚傑文、勞曉欣 
  

 

 

 

 

 

 

 

消息及代禱 

1. 10-12月主日學：職場宣教工作坊(商區福音使團負責)、初信栽培課
程及福音班，請各肢體踴躍出席。 

2. 27/10祈禱主日，講員：黃鴻權先生，信息後有分組祈禱，請備心
出席。 

3. 10/11主日學時段有「受浸肢體交通會」，當日福音班及主日學暫停
一次，請各受浸肢體預留時間，一同為教會守望。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主日學 兒童聚會 福音班 
19 15 54 10 8 1 

團契聚會 
馬提亞 撒迦利亞 耶書亞 Star Fighters 

11 5 10 3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林慶榮長老 謝世傑 梁思進 王楚欣、歐展翱、張凱雯、張慧欣、劉詠珊 

13/10 黃啟泰牧師 廖瀚文 張映瀅 鄭冠熙、莫梓侖、梁英儀、張凱雯、莫悅琼 

20/10 許桂華姑娘 何啟忠 羅芷欣 趙少珠、張 俊、張育琪、何永康、楊淑珍 

27/10 黃鴻權先生 李健壕 梁英儀 陳啟豪、歐展翱、成偉明、張育琪、梁思行 



 

消息及代禱 

1. 由本月開始，週三祈禱會在時間及內容安排上有所改變，提早至
7:30PM開始，鼓勵各肢體一同參與禱告服侍。 

2. 10-12月主日學：尼希米記(葉先生)、雅各書(蔡姑娘)。 
3. 「嶺南鍾榮光紀念中學」中一聖經課已開始，十月將開始逢週六早
上之學習支援及集體活動。請記念各服侍肢體，願主恩領各同學接

受救恩！ 
4. 感謝神保守21/9合團老人院佈道順利完成。求主記念各院友，又將
愛人的心加倍賜給我們！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青成主日學 

少年兒童崇拜/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天恩查聚 

30 12 90 23 21 / 20 3 15 

團契聚會 
迦勒 以諾 約拿單 加利利 足印同行 
17 8 5 9 9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趙雁婷姑娘 莫少文 劉羨儀 林傲池

13/10 葉振璋先生 余冠華 陳樂心 羅永發

20/10 何子雄先生 樂銘輝 陳麗香 唐彩珠

27/10 黃天權先生 林耀文 張寶珠 梁諾晴
  

 

 

 

 

     

文：引自書中簡介 

書 名：不寬容的信仰？ 
    ～基督教與多元主義的對話 

   (The Intolerance of Tolerance) 
作 者：卡森

譯 者：李晉、馬麗 

出版社：校園書房出版社（台北， 年 月初版， 頁）

簡 介： 

持守信仰，反而讓基督徒互相傷害嗎？ 

聖經揭示天國的憲章，要基督徒作地上的鹽、世上的光。許多基督

徒順服神的話，力圖翻轉世界，卻製造出諸多衝突與對立；也有許多意

圖翻轉這世界的基督徒，小心避免粗暴地將信仰強加於世界。何者寬容？

何者不寬容？世界常常看到基督徒從彼此相愛，變成彼此相愛相殺。 

 卡森這本《不寬容的信仰？》就是在探討「不寬容」這個導致教

會出現衝突的癥結。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人們對「寬容」的定義出現了

巨變。回顧人類歷史，卡森萃取出兩種寬容觀，一種是傳統的寬容觀念，

另一種是近年才慢慢興起的新寬容觀。在傳統的寬容觀裡，對與錯的觀

念是存在的，因此有時會暫時容錯，錯到逾越了界線才會不寬容地排拒

錯誤。相反地，新寬容觀為要避免不寬容的排拒錯誤，便不分對錯接納

「所有」言論。 

卡森也說，新寬容觀看似寬大包容，實則是以「寬容與否」作為言

論篩選的終極判準。吸納了新寬容觀作為核心價值的世界，一定會把事

事較真的基督徒貼上「不寬容」的標籤。 



 

消息及代禱 

1. 由本月開始，週三祈禱會在時間及內容安排上有所改變，提早至
7:30PM開始，鼓勵各肢體一同參與禱告服侍。 

2. 10-12月主日學：尼希米記(葉先生)、雅各書(蔡姑娘)。 
3. 「嶺南鍾榮光紀念中學」中一聖經課已開始，十月將開始逢週六早
上之學習支援及集體活動。請記念各服侍肢體，願主恩領各同學接

受救恩！ 
4. 感謝神保守21/9合團老人院佈道順利完成。求主記念各院友，又將
愛人的心加倍賜給我們！ 

九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青成主日學 

少年兒童崇拜/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天恩查聚 

30 12 90 23 21 / 20 3 15 

團契聚會 
迦勒 以諾 約拿單 加利利 足印同行 
17 8 5 9 9 

十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10 趙雁婷姑娘 莫少文 劉羨儀 林傲池

13/10 葉振璋先生 余冠華 陳樂心 羅永發

20/10 何子雄先生 樂銘輝 陳麗香 唐彩珠

27/10 黃天權先生 林耀文 張寶珠 梁諾晴
  

 

 

 

 

     

文：引自書中簡介 

書 名：不寬容的信仰？ 
    ～基督教與多元主義的對話 

   (The Intolerance of Tolerance) 
作 者：卡森

譯 者：李晉、馬麗 

出版社：校園書房出版社（台北， 年 月初版， 頁）

簡 介： 

持守信仰，反而讓基督徒互相傷害嗎？ 

聖經揭示天國的憲章，要基督徒作地上的鹽、世上的光。許多基督

徒順服神的話，力圖翻轉世界，卻製造出諸多衝突與對立；也有許多意

圖翻轉這世界的基督徒，小心避免粗暴地將信仰強加於世界。何者寬容？

何者不寬容？世界常常看到基督徒從彼此相愛，變成彼此相愛相殺。 

 卡森這本《不寬容的信仰？》就是在探討「不寬容」這個導致教

會出現衝突的癥結。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人們對「寬容」的定義出現了

巨變。回顧人類歷史，卡森萃取出兩種寬容觀，一種是傳統的寬容觀念，

另一種是近年才慢慢興起的新寬容觀。在傳統的寬容觀裡，對與錯的觀

念是存在的，因此有時會暫時容錯，錯到逾越了界線才會不寬容地排拒

錯誤。相反地，新寬容觀為要避免不寬容的排拒錯誤，便不分對錯接納

「所有」言論。 

卡森也說，新寬容觀看似寬大包容，實則是以「寬容與否」作為言

論篩選的終極判準。吸納了新寬容觀作為核心價值的世界，一定會把事

事較真的基督徒貼上「不寬容」的標籤。 



 

身處這樣的世界，基督徒更應該認真地思考寬容的內涵，避免將寬

容本身高舉為上帝，而是憑藉聖靈的智慧與合一，共同反思更好的實踐，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展現屬神的寬容，向世界活出天國的光鹽生命。 

46     10         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