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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全心展福音

◆爲保持安靜的心靈敬拜，請於崇拜前將手機鈴聲關上。 ◆崇拜儀式中站立的項目，可按身體情況坐下。
-1-

講道大綱
日期：二零一八年五月六日
講員：馮錦麒牧師
經文：上帝不偏待人
上帝不偏待人

講題：徒
徒10:34-48 約15:9-17

引言：追求及爭取平等似乎是正常不過的事
追求及爭取平等似乎是正常不過的事。
但為何要追求爭取？正因為沒有或欠缺！
正因為沒有或欠缺！為何
追求及爭取平等似乎是正常不過的事。但為何要追求爭取？
沒有或欠缺？
沒有或欠缺？因為人總會對人有偏見！
因為人總會對人有偏見！
經訓 :「
「上帝是不偏待人的」
上帝是不偏待人的」是甚麼意思？
是甚麼意思？
1.

「不偏待人」
不偏待人」就是「
就是「不會偏袒、
不會偏袒、偏差地對待人」，
偏差地對待人」，即是
不會不平等地對待人」。因為
」，即是「
即是「不會不平等地對待人」。
」。因為
上帝不偏待人，
上帝不偏待人，所以彼得按著他所得的異像向外邦人傳福音。
所以彼得按著他所得的異像向外邦人傳福音。今日所讀的使徒行傳，
今日所讀的使徒行傳，內
容就是彼得在義大利營的百夫長哥尼流(徒
容就是彼得在義大利營的百夫長哥尼流 徒 10:1)家中宣教
家中宣教。
家中宣教。向外邦人傳福音是初期教會
在受著重大壓迫下仍能迅速發展的原因。
在受著重大壓迫下仍能迅速發展的原因。上帝亦透過歷代許許多多的宣教士，
上帝亦透過歷代許許多多的宣教士，以不偏待
人的態度，
人的態度，對不同地域、
對不同地域、不同國家、
不同國家、不同民族、
不同民族、傳統與文化的人宣揚福音，
傳統與文化的人宣揚福音，甚至犧牲性
命。縱使一批殉教，
縱使一批殉教，另一批又補上，
另一批又補上，以至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包括我們
以至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 包括我們)都能得到福音
包括我們 都能得到福音
的好處。
的好處。

2.

「不偏待人」
不偏待人」就是「
就是「不按貌取人」。「
不按貌取人」。「偏待
原文是「προσωπολήπτης」，
」，在新約聖經
」。「偏待」
偏待」原文是「
」，在新約聖經
說得更清楚：「按外貌待
」。「不偏待人」
不偏待人」
中只出現一次，
中只出現一次，意為歧視、
意為歧視、偏心；
偏心；雅 2:9 說得更清楚：「
：「按外貌待人
按外貌待人」。「
就是「
就是「不以外貌待人」，
不以外貌待人」，因為耶和華也是這樣
申 10:17)
」，因為耶和華也是這樣。
因為耶和華也是這樣。(申

3.



人會「
人會「以貌取人嗎？」
以貌取人嗎？」 → 睇佢個樣…
睇佢個樣…、先敬羅衣…
先敬羅衣…、白鴿眼、
白鴿眼、樣衰、
樣衰、



門徒有沒有「
門徒有沒有「以貌取人？」
以貌取人？」



耶穌怎樣做？
耶穌怎樣做？

「不偏待人」
不偏待人」是不歧視人
是不歧視人。
我們會歧視人嗎？
歧視人。我們會歧視人嗎？


外觀(
外觀(高、矮、肥、瘦、膚色、
膚色、種族、
種族、衣著、
衣著、整潔、
整潔、行為舉止…
行為舉止… )；



聲音(
聲音(聲線、
聲線、音質、
音質、音量、
音量、抑揚頓挫、
抑揚頓挫、老牛失聲、
老牛失聲、雞仔聲…
雞仔聲…)，



講話的內容(
講話的內容(觀點、
觀點、語氣、
語氣、態度、
態度、表達方式、
表達方式、文化學養)
文化學養)…



對人對事的態度；
對人對事的態度；做事的方式與效率；
做事的方式與效率；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習慣、
習慣、喜好…
喜好…

4.

要不偏待人真的不容易！
要不偏待人真的不容易！對弟兄姊妹又如何？
對弟兄姊妹又如何？不偏待弟兄姊妹會較易嗎？
不偏待弟兄姊妹會較易嗎？

5.

討論「
討論「會不會偏待弟兄姊妹」
會不會偏待弟兄姊妹」或「易不易」
易不易」都是較負面的議題。
都是較負面的議題。主耶穌從正面的角度教
訓我們：「
訓我們：「你們要彼此相愛
像我愛你們一樣，這是我的命令
這是我的命令。」約
。」約 15:12 這不是耶穌
：「你們要彼此相愛，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
第一次命令
一次命令我們彼此相愛，
我們彼此相愛，約 13:34「
13:34「我賜給你們一
賜給你們一條
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你們彼此相愛；我
你們一條新命令
怎樣愛你們，
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6.

約壹 5:1 指出「凡信耶穌是
凡信耶穌是基督
都是從上帝生的；凡愛生他之
愛生他之上帝的，
上帝的，也必愛從上
耶穌是基督的
基督的，都是從上帝生的；
帝生的。」
帝生的。」要相愛不容易
翰提出得勝之法
因為凡從上帝生的就勝
從上帝生的就勝過世界；
過世界；使我
。」要相愛不容易，
要相愛不容易，約翰提出得
出得勝之法：
勝之法：「因為凡
們勝過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
過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壹 5:4

結語：求上帝賜
求上帝賜我們這勝
我們這勝過世界的信
過世界的信心，使我們能

不偏待人，彼此相愛；全心全力展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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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
2.
3.
4.
5.
6.

歡迎各位親友、來賓，誠意邀請你繼續參加主日崇拜及各項聚會。
弟兄姊妹如有需要教會探訪，請與關顧部陳莉莉執事聯絡。

本主日於祈禱室當値之教牧同工爲陳柱中教師，歡迎弟兄姊妹造訪。
唐美玲姊妹孫仔滿月，請各位崇拜後食紅雞蛋。

執行委員會五月份例會於本主日下午二時，在C303室舉行。
主日崇拜後隨即舉行月禱會，誠邀眾弟兄姊妹積極參予。
第一組：馮志華長老、陳志華主席

7.

第二組：關俊爵教士、李秀媚執事

2018.4.29 主立聖餐晚堂崇拜出席人數：129

本會消息
1.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點蟲蟲熱線之「黃燕霞校長講故事」，可按以下方
式收聽：
 網上收聽：http://www.touchbug.org/story/ch_list8.php
 電話收聽：2385 8555，再按 8-8-1-1

最新一輯有關環保的廣播《哭泣的小黑熊》已於2018.4.26上載，歡迎收聽。

2. 北角協同中學五十周年金禧校慶佈道大會
主提 ：恩典太美麗

日期： 2018年5月18日(五)
時間 : 晚上七時至九時

地點 : 北角協同中學禮堂
講員 : 李炳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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