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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成長的階段                             佘健誠牧師 

  聖經說：「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初階，走向完全的地步，
不再奠立根基，就如為致死的行為而懊悔、信靠神。」（希六 1，新
漢語譯本）又說：「所以，你們既然接受基督耶穌為主，就應當在他
裏面行事，也就是在他裏面扎根、被建造，在信仰（就是你們所受的
教導）上得以堅固，滿心感謝。」（西二 6-7，新漢語譯本）故此，信
徒靈命成長是必須的，需要每一位信徒去努力追求，其目標讓自己的
靈命邁向成熟、信仰穩固和活出信仰，正如聖經所說：「直到我們大
家對神的兒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長大成人，達到基督豐盛成熟
的身量。這樣，我們就不再是小孩子，陷入人的詭計，墮入人用欺詐
的手段所設下的騙局，被各種教義之風所搖撼，顛來倒去。相反，我
們要以愛心真誠地生活，在各方面朝向他長進；他就是頭，是基督。」
（弗四 13-15，新漢語譯本） 

  當然教會培育信徒成長是責無旁貸的，但過去的教會很多都以聚
會來讓信徒生命成長，鼓勵他們參加主日崇拜、小組或團契、主日學
或裝備站和教會祈禱會，務求多參與，就多有學習和得著，靈命自然
有所成長。回顧自己初信期間都是這樣，我信主過程很簡單，年少時，
因我在一間基督教中學讀書，故從中一開始就有機會接觸基督教的信
仰，並在聖誕節佈道會中決志信主，信主後被邀請參加教會聚會，先
參加主日學，後參加團契和主日崇拜，但在這段期間，教會沒有安排
栽培員給我作個人栽培或小組栽培，更有趣是該教會接受洗禮的人，
是無須事前上洗禮班，只須由傳道人考問心事合格後，就能接受洗禮，
反而我就讀的中學，當我決志之後，學校就安排一位高班的同學，在
放學後，幫助我們這班初信者作小組栽培，第二年，學校的宗教主任
邀請我參加校內的門徒訓練小組，這樣，初信主的頭幾年，我在學校
得到有系統的生命培育，對我生命成長和日後的事奉帶來很大的幫助
和影響。 

  最近，沙田堂同工會就信徒成長作出探討和計劃，並以「個人成
長藍圖」作出探討的內容和方向，其中以「信徒成長階段」來探討信
徒在每一個階段的情況、特徵、需要和表現，繼而計劃一些適合的事
工或課程來培育信徒成長。同工們將信徒成長分為七個階段，分別是： 

（下頁續） 



 

（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1. 未信（Unbelieved）：我們深信未信者是需要福音，但他們未必對福
音有感興趣，故現階段信徒應與未信者建立良好的關係，等待時機
成熟，才與他們分享福音的好處。 

2. 慕道（Seeker）：慕道者是指對福音有興趣或有好感的人，他們願
意認識福音，故信徒就把握機會邀請他們參加教會聚會，如：小組、
信仰班或福音性查經，並給予關心和讓他們認識教會內其他弟兄姊
妹，好讓其融入基督徒群體之中。 

3. 初生（New-born）：指信主一年內的信徒，他們應該完成了個人栽
培或小組栽培，有穩定的小組和崇拜生活，並認識教會核心價值和
知道自己成長的方向。 

4. 小孩（Child）：指信主三年內的信徒，他們需要學習聖經、有穩定
實踐栽培內容、學習事奉和明白教會異象。 

5. 青年（Young Adult）：他們已經尋找自己的召命，能帶領初信栽培
和傳福音，他們尋找恩賜和肯定自己恩賜，有師徒關係，成為門徒，
能參與宣教和教會事奉，並認同及了解教會異象。 

6. 成人（Mature）：他們已實踐召命，訓練門徒、學習作導師（Coach）
／教練（Mentor），也成為教會領袖和實踐教會異象。 

7. 父母（Parent/Teacher/Pastor）：他們已成為導師（Coach）／教練
（Menotor），能帶領門徒，傳遞教會異象和事奉承傳。 

以上七個成長階段，也可作個人自我評估，我信主有一段時間，
究竟現時在那一個階段呢？這個階段與我信主年日是否相稱？無論
如何，這七個成長階段，不單幫助教會設計事工和課程，有效幫助弟
兄姊妹成長，也希望藉着這七個階段，不單作自我評估，也能鼓勵弟
兄姊妹繼續前進和追求更高的境界，正如使徒保羅鼓勵當時的信徒
說：「弟兄們，我不認為自己已經抓住了，我只專注一件事，就是忘
記背後，全力爭取前面的，向着目標直跑，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穌裏
從天上呼召我去得的獎賞。」（腓三 13-14，新漢語譯本）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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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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網上崇拜 

鄭詠怡宣教師 袁海柏執事 
警醒爭戰 

（彼前 5:8-11）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彼前 5:8-11 

宣  道                            警醒爭戰 

回  應                            滿有能力 

家事分享及祝禱                  鄭詠怡宣教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家事分享 

1. 2020 年竹居台聯合差傳崇拜謹訂於 9/8（下主日）上午 10:30

改於網上直播；講員：李偉良（石仔）宣教士；講題：興起新

一代的宣教，網上收看詳情請留意沙田堂 facebook。 

2. 溫馨提示：網上奉獻完成轉賬後，請於 7 天內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教會，如教會沒有收到通知，會以無名氏入賬作經常費，

詳情請到以下網址查閱：https://bit.ly/stcdonation。 

3. 沙田堂 App(iOS 及 Android)暫停使用，崇拜週刊等資訊可瀏覽

沙田堂網站：https://www.cccstc.org 

https://bit.ly/stcdonation


 

敬拜詩歌 
 

神的帳幕在人間 

曲、詞：方文聰 編：Philia Yuen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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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至高是我主 

曲：黎雅詩 詞：甄燕鳴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願靈內甦醒 心獻頌讚歌聲 投在祢的翅膀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 高唱頌讚新歌 琴和應瑟奏鳴 樂韻歌聲齊賀 

副歌：全地至高是我主 各邦一致頌揚 

讓這歌盡獻主 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 恩慈 信實 並賜下寬容饒恕 

 

獻給我天上的主 

曲、詞：TWS  版權屬香港學園傳道會敬拜者使團所有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 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 主祢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 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 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 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 為祢我獻上活祭 （為祢我化作活祭） 

 

一顆謙卑的心 

曲、詞：張敬雅 版權屬 611靈糧堂所有 

求祢給我一顆謙卑的心 給我一個受教的靈 

好讓我能走在祢的旨意裡 如同耶穌的生命 

副歌：幫助我更多的禱告 幫助我更深的倚靠 

單單相信祢 深深敬畏祢 一生要跟隨祢 

 

滿有能力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的盼望就在耶穌基督裡 在祢裡面滿有平安 

生命泉源就在耶穌基督裡 有主在我裡面活著 

副歌：我宣告在我裡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屬這世界 我高舉耶穌的名  

我宣告在我裡面有活水湧流 滿有能力 有耶穌在我裡面活著 我勇敢站立 

**有主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 能戰勝仇敵 有主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 還得勝有餘**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八月一、二日 
講員：袁海柏執事 
講題：警醒爭戰 
經文：彼得前書 5:8-11 
 

8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
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9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
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
苦難。10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他
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11 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
遠遠。阿們！ 
 
大綱： 
1. 仇敵如獅，慎防被噬 （8b） 
2. 共渡時艱，抵擋撒但 （8a, 9a） 
3. 並肩而戰，不作孤軍 （9b） 
4. 苦難過後，祝福必臨 （10-11） 
 
反思問題： 
1. 若撒但如四處遊行的獅子，又在吼叫的話，我們理應很易發覺去逃

避，但為何信徒仍被牠欺騙、攻擊和傷害呢？ 
2. 在現今的環境，信徒「謹守、警醒」有何作用？那對我們處人、處

事有何影響？我們應如何行才算是「謹守、警醒」？ 
3. 第 10 節提到神的祝福應許，對你和教會面對困難或苦難時，有何

特別意義？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八月一、二日 
講題： 警醒爭戰 講員： 袁海柏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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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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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教會，在疫情和社會事件中，在這世代活出召命，靠著主賜

的信心、智慧和能力作成主的工，彰顯主的榮耀！ 
2. 感謝主，沙苗升中暑期活動於上週日順利完成，有 11 位升中少年人出

席，19 位沙少弟兄姊妹協助帶領及關心，感恩有美好的分享，求主帶領
本週日（2/8）的活動，還有未來三次(9/8, 16/8, 23/8)的活動，求主幫
助少年人能投入參與，與哥哥姐姐有好的連繫，經歷主的恩典和愛，同
時也願主透過整個活動祝福沙苗區和沙少區的事奉者，同心服侍，彼此
激勵。 

3. 請為同工會商議如何與弟兄姊妹在疫情中有更多聯繫和關顧代禱，求主
賜智慧和指引！ 

4. 請為家庭復興代禱，求主幫助夫婦與神及彼此有親密關係。丈夫/父親能
實踐他在家庭的角色和位份，執掌上帝給他的權柄為家庭禱告作保護和
教導，並作屬靈的帶領！求聖靈醫治和釋放夫婦/家人從原生家庭所帶
來的傷害和捆鎖！ 

5. 請為弟兄姊妹的屬靈生命的成長、靈性復蘇和覺醒代禱，他們更渴慕神，
並有穩定的靈修和祈禱生活，與主更親近和明白主的旨意。 

同工： 
1. 請禱告記念呂彩嫺宣教師近日失眠，至深夜三、五點還不能入睡，求主

憐憫。 
2. 請為鄭嘉慧宣教師代禱，她的母親於上週六(25/7)下午因食物哽咽喉嚨，

在送院搶救途中返回天家。事出突然，願天父的醫治和安慰大大臨到家
人，能走出哀傷，禱告記念父親能重新適應生活，能滿有主的恩典和保
護，積極生活和事奉。感謝父母親的母會基督教樂道會將會安排一切喪
禮事宜。 

3. 請代禱記念詹志誠宣教師一家，願父神的心腸及智慧常與他們同在，使
他們能在這逆境時刻成為神的見證人，經歷神的恩典及信實。 

香港： 
求主祝福保護香港在面對疫情嚴峻，社會/政治事件的問題，求主賜我們信
心，能靠著主的能力面對，勝過一切的懼怕和憂慮！ 
轉載祈禱文： 
「神要行新事」 
看哪！神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就要顯明，祂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祂使曠野有水，使沙漠有江河。好賜給祂的百姓，祂的選民喝，這百姓是祂
所做的，為要述說祂的美德。祂要看我們為寶貝，為尊貴！我們必不害怕，
因為祂與我們同在。 
神啊！我們知道祢是作新事的神，祢超越歷史，也超越一切限制和困難，在
祢裏面沒有難成的事。雖然疫情仍未減退，各國關係緊張，四處充滿動盪，
但我們仍專心仰望祢，祢是歷史的主，也是今天仍掌權的神，祢的能力比這
些難處更大！ 
主啊！求祢引導我們行新的道路，引領我們走我們未曾走過的路，祢在我們
面前使黑暗變為光明，使彎曲變為平直，並不離棄我們，禱告奉主名求，阿
們！  



 

  



 

2020年第三季裝備中心課程 
 

ST202 基礎輔導 
本課程將透過小組討論，角色扮演及個案研習的訓練方式，讓參加者掌握助人者

的基本態度，及基本技巧，使之能運用於日常的助人歷程中。 

導師：呂彩嫺宣教師    

日期：22/8-26/9（星期六，共六堂）    

時間：早上 10:00-12:00 

地點：待定   要求：1、凡有心者；2、第一課至第四課務必出席 

人數：14人   費用：$20   截止日期：16/8（日） 

 

               網上報名： 

 

 

 

 

           

         https://bit.ly/2YHArth 
 

日期 課堂內容 

22/8 助人先自助 

29/8 學習聆聽技巧 

5/9 學習反映內容及感受 

12/9 學習提問與澄清 

19/9 實習 

26/9 實習 

 
 
 
 
 
 
 
 
 
 
 
 
 
 
 
 
 
 
 
 
 
 
 
 
 
 
 
 
 
 
 
 
 
 



 

下週崇拜安排 

 
 
 
 
 
 
 

 

 

 

 

 

 

 

 

 

 

 

 

 

*竹居台聯合崇拜將改為網上直播。 

*網上收看詳情請留意沙田堂 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