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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生命的復興                                       佘健誠牧師 

    「復興」在漢語詞典是指光復、興盛、再起和振興的意思，其相反詞是衰
落和衰敗。這字在新舊約聖經中出現了 1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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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字原文有返回、轉回、復興、

更新、修復、恢復、重建和歸回的意思。而這詞語在聖經中常形容上主在以色
列國或祂的選民（以色列人）或教會或信徒中間的工作。學者們對「復興」有
不同的定義：「神奇妙而自主的工作，祂親自臨到祂的子民中間，使他們甦醒，
恢復生氣並叫他們得到祂完全的祝福。」(Stephen Olford, Heart Cry for Revival)
「更新信徒起初的愛心，帶來罪人的悔改……他叫倒退的教會重新火熱起來，
並喚醒各階層的人。」(Charles Finney ,Lectures on Revival of Religion)今日復興
運動中的佼佼者羅李察(Richard Owen Roberts)認為，復興最好的定義只有一個
字，就是神。他說：「復興是指神就在祂的子民中間，這意義極為寶貴。祂的
臨在帶來復興中一切美好的果效。反過來說，復興來臨前，沒有神的同在，就
是道德和靈性墮落引至一切不良後果的原因。」(Richard Owen Roberts, Re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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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此，「復興」並不是指數量增加，而是指質的恢復、更新、轉回和重建起
來，這是上主的工作。以個人生命復興為例，這復興是指上主在信徒生命中的
工作，讓信徒從冷淡、無力、與主關係疏離和靈性低落等的景況中，重新振作
起來，得著更新和改變，使生命更加火熱，有力和對上主充滿信心和熱忱。其
實在聖經中不乏這些事蹟和例子，其中最好的例子，是在先知以利亞身上。 

 
    王上十八 18-40 記載先知以利亞招聚亞哈和以色列眾民，要在迦密山上
獨自挑戰 450 位巴力先知和 400 位亞舍拉先知，他要透過天上降火燒毀祭壇
上祭牲的比試，去證明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最後，以利亞旗開得勝，並將山
上殺掉所有的巴力和亞舍拉先知。可以說，迦密山之戰，是先知以利亞事奉和
屬靈生命的高峰之處。但很可惜，他很快從這個屬靈高峰之處跌至屬靈的低谷
和絕望之中，聖經說：「亞哈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殺眾先知的事都告
訴耶洗別。耶洗別就差遣人去見以利亞，告訴他說：明日約在這時候，我若不
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願神明重重地降罰與我。以利亞見這光景就
起來逃命，到了猶大的別是巴，將僕人留在那裡，自己在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來到一棵羅騰樹下，就坐在那裡求死，說：耶和華啊，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王上十九 1-4）為何先知以利亞有這麼大的差別？ 
________________ 
1.「復興」。漢語網。http://www.chinesewords.org/dict/76458-495.html。 
2. 「復興初階」132 課程，神召會恩光堂。http://www.aogglc.org.hk。               （第 14 頁續）  
代堂主任： 佘健誠牧師(沙龍區) 執  事： 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 
牧 師： 張大華牧師(沙 B 區總區牧、沙望區、沙旺區、沙約區及沙泉區)  林德瑩執事、司徒麗燕執事 

 王桂芳牧師(沙勉區、沙少區)  
宣教師： 呂彩嫺宣教師(沙勉區)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 詹志誠宣教師(沙綠區) 
 盧雅麗宣教師(沙星區、沙宣區) 黃慧貞宣教師(沙苗區) 陳智衡宣教師(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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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請關掉隨身響鬧裝置，如手提電話，傳呼機等，讓我們專心敬拜神。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 

同工 
總務長 

音響/ 

總務 
招待/司事 

31/8 

午堂 
連皓晴 

林偉漢 

區長 

Who do we  

STAND WITH? 

(路 4:16-19， 

羅 5:3-5) 

謝駿麒 
李艷珊/ 

廖彥揚 

李艷珊/ 

廖彥揚小組 

李艷珊/廖彥揚小組 

尹穎欣  何博文 

晚堂 何啟康 

張大華 

牧師 

保羅— 

一個轉化的 

時代先鋒 

(徒 9:1-9； 

22:1-11； 

26:24-25； 

腓 3:5) 

呂彩嫺 高向陽 高向陽小組 
高向陽小組 

羅偉成  梁宛芬 

1/9 

早堂 
鄭詠怡 鄭嘉慧 呂愛 李仕波 

黃靜雯  羅合群 

黎燕妮  黃麗芬 

馮愛琼  林麗華 

午堂 莫苑萍 詹志誠 
司事長：潘慕欣  司事：鄺傑恒  翁綺雯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陳嘉明小組+呂偉玲小組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路 4:16-19，羅 5:3-5 / 徒 9:1-9，22:1-11，26:24-25，腓 3:5 

宣  道            Who do we STAND WITH? / 保羅—一個轉化的時代先鋒 

奉  獻                        願祢公義降臨 / 當祢找到我 

家事分享及祝禱/祝福    謝駿麒宣教師 / 張大華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家事分享 

1. 歡迎第一次參加我們崇拜的朋友，祝願你能在我們當中投入參與，蒙

上帝的呼召與我們一同追尋真理，活出信仰生活。 

2.  7,8/9(下週六、日)聖餐主日，請弟兄姊妹預備心靈，記念主恩。 

3.  30/8-3/9(五至二)王桂芳牧師放假，請記念。 

4. 31/8-9/9(六至一)楊麗珍姊妹放假，請記念。 

5. 本堂現聘請福音幹事一名，支援兒童及少年事工，需有相關訓練或經

驗，有意者請將履歷表電郵至 stc@cccstc.org 或寄交沙田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遴選小組收，信封面請

註明應徵之職位。（申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 



3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先求祂的國和義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哈利路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 哈利路亞 

 
願諸天歡呼歌唱 

願諸天歡呼歌唱 同聲宣揚父神榮美 
願一切被造世間的萬物 齊來讚美祂榮耀 

副歌:一切高山深海歡呼歌頌 彰顯神的權能和祂大作為 
一切全地四方揚聲歡唱 慈愛公義真神 

創造我的主宰 賜寶貴生命 祂名已被高舉 遠超過一切 
全能君王要在榮光中降臨 讚美祂到永遠 

 
再來 

1. 神口出的應許都不會落空 全因祢是信實的主 
還未盡都兌現 仍堅決相信 神按祢的旨意 全在祢手中 

2. 那勝過陰間死亡的不會搖動 全因祢是得勝的主 
這得勝的旌旗 引導我前行 聆聽祢的旨意 降服祢手中 

*來甘心擺上 成活祭 這生奉獻主作犧牲 
願一生以膝蓋 來踏上 主基督元帥的帶領* 
副歌：尊貴和讚頌 榮耀與權能 全獻予基督 
萬國萬民萬邦同心來敬奉 迎接主基督再來 

聖靈和新婦說來 成就祢應許旨意 
 

願祢國度降臨 
永久不變萬千世代 仍然無更改 神國度到永久 
遠超過在這世上 無論何權柄 神寶座 在至高處 

縱使黑暗遮蔽祢面 但祢寶座終不改變 榮耀定再彰顯於世界 
副歌：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 直到永久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 直到永永遠遠 

 
願祢公義降臨 

神求祢喜悅 我們的敬拜 獻上誠實公義正直的心 
願我們行事為人 對得起主祢 作祢看為義的子民 

唯願祢公義 如滔滔江河 公平 如大水滾滾 
神又豈止於聖殿中 祂憐恤 受壓的人 主帳幕在人間(願祢公義降臨) 

祢的國 祢的義 祢公義降臨(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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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神的帳幕在人間 

王呀 祢的國 裂天降臨 大地眾子民 高聲歡呼 

神呀 我相信 祢將快來 將要掌管萬國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從此與我同住 

擦掉淚痕 泯滅恩怨 作祢一生愛子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從此與我同在 

祢是開始 祢是終結 與祢進到樂園 神的帳幕在人間 

 

耶穌的名 

1.耶穌 神的愛子 耶穌榮耀君王 能力 權柄 智慧 公義 遠超過全世界 

2.耶穌神的愛子 耶穌榮耀君王 萬有俯伏在祢腳前 世間的救贖主 

副歌：耶穌的名 超乎萬名 榮耀尊貴都歸於祢 

萬膝要跪拜 萬口要承認 耶穌我敬拜祢到永遠 

**疾病不能 死亡不能 勝過耶穌的名 世上沒有 任何困難 勝過耶穌的名 

醫治能力 救贖恩典 都因耶穌的名 營壘攻破 爭戰得勝 都因耶穌的名** 

 

醫治的愛 

在泥濘深谷中 祢領我走出來 我跌跌又撞撞 是祢扶我站起來 

我滿身是傷痕 祢將我抱起來 我在祢的懷中 甦醒過來 

[chorus]耶穌的愛 醫治了我的心 破碎的生命 完整起來 

心中又燃起 光明的期待 再一次 勇敢將自己敞開 

*耶穌的愛 剛強了我的心 信心的翅膀 再飛起來 

飛越每一個 高山和低谷 感謝耶穌 醫治的愛* 

 

當祢找到我 

當祢找到我 在生命十字路口 祢靠近我 祢擁抱我 從此祢不放手 

過去的種種 全然交在祢手中 祢醫治我 祢恢復我 從此我不放手 

**夜再黑 心再疲憊 我仰望祢至聖榮面 我已決定永不後退 

祢作為 何等榮美 祢大能在我心間 我願一生緊緊跟隨** 

副歌：我跟隨 祢從高山到低谷 我跟隨 祢即使荊棘滿佈 

縱然面對挑戰 也有眼淚 感到疲憊 我要掙脫纏累 永遠不後悔 

在祢翅膀蔭下我得保護 祢話語使我生命得堅固 

祢應許不搖動 自始至終 永不落空 

未來在祢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當祢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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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除祂以外 

萬籟頌讚歡唱 傳揚神名字 同心宣告基督已得勝 

萬族奉上冠冕 傳揚神名字 從永遠到永遠 祂超過一切 

副歌：除祂以外 找不到可配頌讚 

除祂以外 找不到真救主 除祂以外 並沒有 沒有別名 

基督 祢是崇高 尊貴 配受崇拜 不變 信實無人能像祢 

光輝 國度 榮耀全屬祢 

 

我要向高山舉目(讚美之泉)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神坐著為王 

神啊我要一心稱謝祢 神啊我要高舉祢聖名 

我要因祢歡喜快樂 至高的主啊 祢榮耀使我心歌頌祢 

驅黑暗留住美 藉著神重拾愛 齊心禱告以真誠 藉主誇勝 

要頌揚神是愛 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 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副歌：就算翻起千般駭浪 主必會為我掌舵 

每日隨時乘風破浪 樂道主的凱歌 

要頌揚神是愛 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 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當祢找到我 

當祢找到我 在生命十字路口 

祢靠近我 祢擁抱我 從此祢不放手 

過去的種種 全然交在祢手中 祢醫治我 祢恢復我 從此我不放手 

**夜再黑 心再疲憊 我仰望祢至聖榮面 我已決定永不後退 

祢作為 何等榮美 祢大能在我心間 我願一生緊緊跟隨** 

副歌：我跟隨 祢從高山到低谷 我跟隨 祢即使荊棘滿佈 

縱然面對挑戰 也有眼淚 感到疲憊 

我要掙脫纏累 永遠不後悔 

在祢翅膀蔭下我得保護 祢話語使我生命得堅固 

祢應許不搖動 自始至終 永不落空 

未來在祢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當祢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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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主祢本為大 
主祢本為大 當受極大讚美 在我們神至聖城中 願全地都喜樂 
主在祢裏面我們已有權柄 能戰勝黑暗眾仇敵 今向祢來敬拜 

副歌：主我們高舉祢至聖尊名 主我們何等感謝 因祢為我成就大事 
主我們信靠祢無比大愛 主惟有祢是永遠上帝 祢聖名在天地之上 

 
耶和華坐著為王 

耶和華坐著為王 洪水氾濫的時候 耶和華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 

耶和華坐著為王 狂風巨浪的時候 耶和華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 

副歌：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 祢的榮耀高過諸天 

我讚美祢主耶和華 唯有祢 祢的名被尊崇 

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 祢的榮耀高過諸天 

我讚美祢主耶和華 祢的榮耀充滿在天地之上 

**耶和華必賜力量 耶和華必賜平安 我從深處求告祢 祢聆聽 

耶和華必賜力量 耶和華必賜平安 因祢豐盛的救恩我仰望祢** 

 
安靜 

安靜讓平安入我心 深深知道祢是我的神 
風浪讓我靈更堅定 在我身旁祢使風浪平息 

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祢陪我走向應許之處 
充滿盼望 我一生要敬拜 生命滿有祢的印記 

 
奔跑不放棄 

每個狂風暴雨裡 祢同在在那裡 每個難處低谷裡 祢恩典在那裡 
每個傷心失望裡 祢愛我愛到底 在祢愛的光中 我得著能力 

副歌：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榮耀高舉祢的名 我跟隨不懷疑 
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這愛的路程裡 我奔跑不放棄 

**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至失望 
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當祢找到我 

當祢找到我 在生命十字路口 
祢靠近我 祢擁抱我 從此祢不放手 

過去的種種 全然交在祢手中 祢醫治我 祢恢復我 從此我不放手 
**夜再黑 心再疲憊 我仰望祢至聖榮面 我已決定永不後退 
祢作為 何等榮美 祢大能在我心間 我願一生緊緊跟隨** 
副歌：我跟隨 祢從高山到低谷 我跟隨 祢即使荊棘滿佈 

縱然面對挑戰 也有眼淚 感到疲憊 我要掙脫纏累 永遠不後悔 
在祢翅膀蔭下我得保護 祢話語使我生命得堅固 

祢應許不搖動 自始至終 永不落空 
未來在祢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當祢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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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週六午堂) 
講員：林偉漢區長 
講題：Who do we STAND WITH? 
經文：路加福音 4:16-19；羅馬書 5:3-5 

路加福音 4 章 

16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

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17 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

打開，找到一處寫着說：18「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

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

那受壓制的得自由，19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羅馬書 5 章 

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4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5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

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大綱： 
1. Who do we STAND WITH? 

 
2. how to STAND WITH? 

 
反思問題： 
1. 我對福音的理解有什麼盲點？ 

 
2. 聖靈此時此刻有什麼催迫我要馬上面對和更新？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週六午堂) 
講題： Who do we STAND WITH? 講員： 林偉漢區長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我對於崇拜中其他程序的回應：  

 
如需要講員或教會負責同工直接回覆 ，請填下以下聯絡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謝謝您的回應！您的回應將由評道小組跟進，請將回應表放入崇拜招待處的講道回應箱中，願主賜福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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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週六晚堂/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員：張大華牧師 
講題：保羅 -- 一個轉化的時代先鋒 
經文：使徒行傳 9:1-9、22:1-11、26:24-25；腓立比書 3:5 

使徒行傳 9 章 1-9 

1 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去見大祭司，2 求文書給
大馬士革的各會堂，若是找着信奉這道的人，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
帶到耶路撒冷。3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士革，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
照着他。4 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
甚麼逼迫我？」5 他說：「主啊，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
迫的耶穌。6 起來！進城去，你所當做的事，必有人告訴你。」7 同行
的人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8 掃羅從地上
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甚麼。有人拉他的手，領他進了大馬士
革。9 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吃，也不喝。 
 

使徒行傳 22 章 1-11 

1「諸位父兄請聽，我現在對你們分訴。」2 眾人聽他說的是希伯來話，
就更加安靜了。3 保羅說：「我原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長
在這城裏，在迦瑪列門下，按着我們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熱心事奉
神，像你們眾人今日一樣。4 我也曾逼迫奉這道的人直到死地，無論
男女都鎖拿下監。5 這是大祭司和眾長老都可以給我作見證的。我又
領了他們達與弟兄的書信，往大馬士革去，要把在那裏奉這道的人鎖
拿，帶到耶路撒冷受刑。6「我將到大馬士革，正走的時候，約在晌午，
忽然從天上發大光，四面照着我。7 我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我
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8「我回答說：『主啊，你是
誰？』「他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穌。』9 與我同行的
人看見了那光，卻沒有聽明那位對我說話的聲音。10「我說：『主啊，
我當做甚麼？』「主說：『起來！進大馬士革去，在那裏，要將所派
你做的一切事告訴你。』11 我因那光的榮耀不能看見，同行的人就拉
着我手進了大馬士革。 
 

使徒行傳 26 章 24-25 

24 保羅這樣分訴，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吧！你的學問太

大，反叫你癲狂了。」25 保羅說：「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癲狂，我說

的乃是真實明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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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3 章 

5 我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

生的希伯來人；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 

 
引言： 
保羅的一心悍衛他心中的信仰，當他遇見耶穌，才遇見真理，一切的 

信仰行為的原因。耶穌改變了他一生的目標，也肩負起傳揚天國的福 

音，引領人從地上的生活目標轉化為天國的生活。 
 
1. 遇見耶穌經歷 

- 信仰重要的屬靈經驗 
 
2. 信仰的轉變：毛蟲變蝴蝶的轉化經歷 

- 由自我轉向神 
 
3. 轉化世人的過程 

- 神的心意要將天國的福音，傳到地極 
 
結論： 
今日神的心意是要將天國的福音傳到地極，教會被建立成為安提阿中 

心，一起敬拜，一起團契，一起差派，願神的國度在不同的地方降臨。 

若在香港，神要你在你的工作、家庭上堅心為主而活，這就是普遍的 

真理，若你像保羅有特別的呼召，就為此裝備自己。 
 

思考問題： 

1. 你遇見耶穌的經歷如何，如何改變你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2. 今日你知道神在你的生活上有何旨意？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週六晚堂/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題： 保羅—一個轉化的時代先鋒 講員： 張大華牧師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我對於崇拜中其他程序的回應：  

 

如需要講員或教會負責同工直接回覆 ，請填下以下聯絡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謝謝您的回應！您的回應將由評道小組跟進，請將回應表放入崇拜招待處的講道回應箱中，願主賜福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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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崇拜當日之車位登記已滿， 

沒有登記的車輛，可使用禾輋商場的停車場。) 

 
 
 

 
 
 

 
 
 

 
 

      

37周年堂慶暨按立執事晚宴 

日期：2019年 9月 15日(日) 

時間：下午 6時正 

地點：沙田培英中學一樓禮堂 

票價：$100 

(65歲或以上長者免費，3-12歲小童半價) 
 

堂慶聚餐有人資助，現凡 65歲長者都免費參加， 

如早前已付費報名，請到招待處退回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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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四季裝備中心課程 

TH101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謝駿麒宣教師 
日期：16/10-18/12/2019(逢週三) 
時間：晚上 8:00-9:30               
地點：博康幼稚園 
對象：凡擬申請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費用：免費                   截止日期：6/10(日)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1 16/10 佘健誠 認識教會（中華基督教會）  

2 23/10 謝駿麒 認識天父  

3 30/10 佘健誠 認識耶穌  

4 6/11 謝駿麒 認識聖靈 交得救見證 

5 13/11 佘健誠 認識聖經  

6 20/11 謝駿麒 認識救恩  

7 27/11 佘健誠 成聖之路  

8 4/12 佘健誠 認識聖禮  

9 11/12 謝駿麒 事奉與奉獻  

10 18/12 謝駿麒 佈道與宣教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31/5  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及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 
4. 必須經組長確認資格及推薦，若沒有小組者，亦需得牧者確認資格及推薦。 
課程目標： 
1. 認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主要以＜使徒信經＞內容為藍本） 
2. 認識信徒的本份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堂授課時間：1小時 45分鐘） 
2. 出席率不得少於 80%（可於下期洗禮班補課） 
3. 於第四堂交個人得救見證；背誦＜使徒信經＞（課程完結前） 
4. 轉會者必須參加認識教會和認識聖禮這兩堂，其餘可自由參加 

兒童洗禮 
若有肢體想在 31/5/2020(日)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中，讓自己的兒女接受兒童洗禮，
請從速報名兒童洗禮班。  
日期：15/12/2019(日) 
時間：週日午堂崇拜後 
地點：培英中學課室 
資格：其兒童的父母必須是已受洗的信徒，並一起出席嬰孩洗禮班和該日的洗禮聚會。 
截止日期：8/12/2019(日) 

本課程不設網上報名， 

請崇拜後到招待處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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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101聖經概覽【組員五星級】 

本課程旨在協助信徒了解聖經書卷排列、聖

地的地理資料、各書卷的簡介，讓信徒能有

系統地進深研讀聖經。 

導師：王桂芳牧師 

日期：12/10-30/11（逢週六） 

時間：早上 10:30-12:30                             網上報名： 

地點：博康幼稚園 

要求：凡有耳可聽者！ 

費用：$20  截止日期：6/10（週日） 
  

http://bit.ly/stcbs101 
 

日期 課堂內容 

12/10 背景、摩西五經 

19/10 歷史書 

26/10 詩歌智慧書、大小先知書 

9/11 四福音 

16/11 使徒行傳、保羅書信 

30/11 普通書信、啟示錄 

  
B602差傳的屬靈爭戰 

從聖經中認識屬靈天空的運作，裝備自己

穿上全副屬靈軍裝，學習拿起聖靈的寶

劍，以禱告明白屬靈的策略才能有效為主

作戰。正如 OMF宣教士富能仁，在栗粟工

作十年都未有果效，直至以祈禱打破背後

的黑暗捆綁，今天栗粟族全族有 90%信徒。 

導師：張大華牧師 

日期：13/11-18/12(逢週三) 

時間：晚上 7:45-9:30                                  網上報名： 

地點：博康幼稚園 

要求：  1.有宣教心志優先 

2.每課前研讀『攻破堅固營壘』一章 

費用：$80(包括書本)                            http://bit.ly/stcb602 

截止日期：27/10(日) 

日期 課堂內容 

13/11 認識聖經之屬靈爭戰(創 3) 

20/11 高度組織化的撒但國度 

27/11 天上的爭戰，地上的得勝(弗 6) 

4/12 屬靈爭戰的七件武器 

11/12 捆綁壯士，擊退壯士(太 12) 

18/12 控制各國的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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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午堂成人： 116人 兒童： 2人 沙苗區： 小天地： 10人
晚堂成人： 30人 兒童： 0人 幼班： 38人

25/8 早堂成人： 84人 兒童： 2人 中班： 37人
午堂成人： 85人 兒童： 4人 高班： 11人

合計 成　　人： 315人 兒童： 8人 沙苗區： 96人

恆切禱告 儆醒感恩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33：3) 

我要做一件新事，就是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43：19) 
 
教會：  
1. 求主豐盛的愛和恩典充滿教會，主激勵弟兄姊妹更多渴慕和愛主，更多讀經

和實踐主的話語，經歷生命更新改變，更堅定信靠主，在這世代中，在這勳
盪的社會中，活出堅實的生命，在黑暗中散發光明，帶出主的盼望！ 

2. 求主帶領教會更能彼此相愛，互相激勵，彼此扶持和守望，竭力保守聖靈所
賜合而為一的心，各人的重擔能互相擔當一起跨過困難，能進入主給的豐盛！ 

3. 請為聘任福音幹事代禱，求主預備合適的同工，服侍兒童和少年人！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的兒子顯信在澳洲讀書和生活禱告，求主讓他在異地中經歷

主的同在和幫助，更認識主。 
2. 請為張大華牧師代禱，求主祝福及保守，在神的旨意裡。 
3.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聖靈充滿她，賜恩加力給她，建立生命，一起經歷

主的帶領和大能。求主賜福她的父母身心靈健壯，能更多認識信靠主！ 
4. 請為黃慧貞姑娘代禱，求主賜福她的身心靈都能健壯，在事奉及家庭中能得

力地服侍。 
肢體： 
1. 請為何威培弟兄（沙望區何應豪的爸爸）於 22/8晚在家中跌倒，腰對下大髀

關節骨裂，他於 25/8做了「人工關節置換」手術，求主醫治他，讓他早日康
復，情緒穩定，心得平安，更多經歷主的恩典！ 

2. 請為從事教育工作的弟兄姊妹代禱，在新的學期開始，求主幫助他們更多從
主得力和智慧去面對繁重和忙碌的工作，有好的團隊，彼此配搭，賜他們健
壯的身心靈，作息均衡，經歷主的信實和大能在他們的工作中，與主親密聯
繫，同工和同行！並有著主的愛去關心學生，建立生命。求主賜福他們的家
庭，更深有主豐盛的恩典！ 

3. 請為在學的弟兄姊妹代禱，特別是升幼稚園、小學、中學或大專/大學的，有
好的適應，有美好愉快的學校生活。求主賜他們在新學年中，有主賜的智慧
和悟性讀書，有好的良師益友同行，除知識增長，生命同樣成長，常常親近
倚靠主，見證榮耀主，並與同學分享福音，為學校禱告，讓主親臨當中掌權。 

香港： 
1. 求主幫助示威者與政府首長官員，均能冷靜理性表達及回應訴求，主賜智慧

和開路！求神勒住人心，各人能克己節制，止息一切暴力行為。 
2. 求主醫治先後受傷的警員、示威者、市民、記者、家屬等人士，都能儘早得

適切治療，身心靈得康復！ 
3. 求主幫助信徒能成為鹽與光，各人以主的愛與公義，持守踐行主的真理，警

惡揚善，愛神以致得以愛人，甚至扶助那軟弱或敵對者悔改回轉。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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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第 1 頁封面文章） 
 
之前他對神滿有信心、不怕死和勇者無懼地戰勝這班異教先知，但現在他
竟然要逃命，還要在羅騰樹下求死。筆者相信先知逃命不是因為他怕死，
若是怕死，他不需要在羅騰樹下求死，更何況之前先知獨自挑戰眾多異教
的先知，已證明他不是怕死的人。先知之所以逃命和求死，皆因之前的迦
密山之戰，縱使他能大獲全勝（向以色列民施展神蹟，證明耶和華是獨一
真神和殺掉山上所有異教先知），但亞哈王和以色列眾民沒有半點悔改轉
向耶和華，加上惡劣的環境依然沒有改變，即事奉沒有果效，這一切令先
知以利亞感到沮喪和絕望，故此，先知從屬靈高峰中，即時跌入屬靈的低
谷中，他的身心靈已經非常疲乏，疲乏到一個地步向神求死。 
 
    同樣，今日的基督徒，不論在個人、家庭和社會上都會面對許多困難
和問題，縱使有時我們如何努力和掙扎，這些困難、問題和惡劣環境可能
依然存在，沒有改變，甚至一直延續下去，像先知以利亞一樣（他升天前
仍看不見以色列民悔改轉向神，甚至以色列民的惡行延續數代之中）。但
我們不忘記，雖然神沒有改變或解決先知身處的惡劣環境，但神對先知仍
然不離不棄，神要重新堅固或復興他的屬靈生命。首先神為他預備食物和
讓他好好休息，讓他恢復體力和精神，然後，當先知抵達何烈山後，神透
過微小的聲音與先知對話，神不單聆聽先知的心聲，也向他表明神的工作
（以色列民中不只他一人忠於神，還有七千人是敬畏神，沒有拜偶像的），
最後，神再次差派他出去為神工作，表明神繼續重用他，他的先知身份一
直沒有改變。神在先知以利亞身上做了這麼多的工作，皆因神重視他的生
命多於一切，神要他重新振作，繼續為神作工。阿們！ 
 

（全文完）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 

同工 
總務長 

音響/ 

總務 
招待/司事/襄禮 

7/9 

午堂 
張大華 

佘健誠 

牧師 

不靠己，只靠主 

(士 11:1-33) 

詹志誠 
潘凱婷/ 

伍俊康 

潘凱婷/ 

伍俊康小組 

潘凱婷/伍俊康小組 

陳浩銘  尹穎欣 

謝駿麒  鄭詠怡 

晚堂 張大華 張大華 譚柏然 譚柏然小組 

譚柏然小組 

許家軒  游珮珩 

呂彩嫺  黎雪釵 

8/9 

早堂 
鄭嘉慧 王桂芳 林德瑩 黎燕妮 

張敏儀  劉詠儀 

劉詠思  梁秀英 

張敏儀  劉詠思 

王保強  呂彩嫺 

午堂 張大華 盧雅麗 

司事長：葉智軒  司事：梁嘉慧  梁嘉欣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謝翎翔小組/梁翠茵小組 

襄禮：司徒麗燕/詹志誠/盧雅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