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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委身                                     佘健誠牧師 

  華人教會一直以來都很強調基督徒的委身，所以，我們對這個詞語「委身」都
很熟識。不論在講壇信息、小組查經、屬靈文章、書籍或期刊等，都有很多的教導、
討論和分享，不斷強調基督徒對上主、教會和信仰要有委身。但有趣之處，是大部
份中文聖經裡，找不到這個「委身」的詞語，當然在聖經裡，可以找到「委身」的
觀念，正如聖經所說：「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
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九 23），又說：「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十二 1）除觀念外，也可以找到先聖先賢的「委身」好榜樣，如：亞伯拉罕、
摩西、以利亞、耶利米、但以理、彼得和保羅等，甚至耶穌基督也是「委身上主」
的好榜樣。不過，今日的信徒對「委身」的認知和實踐有多少？會否與聖經所說的
委身有很大的落差？再者，「委身」對你來說是甚麼？是觀念？是口號？是聖經的
教訓？還是你對上主／信仰的態度、實踐和行動，但無論如何，「委身」不僅影響
你個人的生命，也影響整個信仰群體和教會的成長和發展。 

  「委身」的近義詞是「獻身」，在中文辭典對於「委身」這詞語的解釋或定義，
是「托身」、「以身事人」和「以身相托」的意思。有人用「女子嫁給男子」和「婚
姻」來解釋和應用這個詞語，當男女決定進入婚姻之中，他們要向對方承諾一生只
愛對方一人，不許有第三者（婚外情）介入他們婚姻之中，他們婚姻要努力組織家
庭，彼此相愛，互相扶持，也要彼此承擔在婚姻和家庭上的責任，正如婚禮上，一
對新人（新郎和新娘）在上主和眾親友面對彼此宣讀的結婚誓詞說：「我（姓名），
願遵照教會的規定，接受你（姓名）作為我合法的妻子／丈夫，從今以後，環境無
論是禍是福，富貴或貧賤，健康或疾病，成功或失敗，我要支持你，愛護你，與你
同甘共苦，攜手共建美好家庭，一直到我離世的那天。我現在向上主宣誓，向你保
證，我要始終對你忠實！」其實聖經也以夫妻的關係來比喻上主與教會／信徒之間
的關係。正如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第四章論及夫妻的關係時，他不單講出夫妻彼此
對待應像基督與教會彼此對待一樣外，也指明以上的論述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聖經說：「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
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弗四 31-32）因此，基督徒對上主的委身，
與丈夫與妻子彼此委身無異。要實踐對上主的委身，我們必須如下： 

1. 以上主優先，單要事奉祂。 

在夫妻的關係中，不容許有第三者（婚外情）介入他們婚姻之中，並要以配偶
為優先，同樣信徒與上主的關係，都是一樣。正如主耶穌所說：「經上記著說：
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路四 8）又說：「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
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
瑪門（瑪門：財利的意思）。」（太六 24）上主要求信徒以上主為生命之首和
優先，其他人與事都是次要，否則，我們不能全心委身於上主，難怪使徒保羅
這樣勸勉當時信徒說：「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
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十
二 1）再者，委身的實踐就是要事奉，用行動作回應，正如聖經所說：「無論
做甚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
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西三 23-24） 

（下頁續） 



 

（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2. 付代價。 

「委身」不是一個口號，而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價，正如「委身」的近義詞是
「獻身」，是將自己全人和生命完全奉獻，正如主耶穌在寶貝和珍珠這兩個天
國比喻，講出信徒為或得著天國而付上代價，聖經說：「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
裡，人遇見了就把他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天國
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
了這顆珠子。」（太十三 44-46）又說：「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
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這樣，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十
四 26, 33）你看，主耶穌要求信徒的委身和所付的代價，是何等的高。同樣上
主為所有人付上的，也是極重的代價，正如聖經所說：「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
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羅八 32） 

3. 信靠和順服。 

既然「委身」是「以身相托」的意思，那麼當然需要信靠了。信靠不是頭腦上、
認知上的相信，而是一種信賴、交託和倚靠。正如當人選擇結婚時，也是一個
信靠的選擇，相信配偶會愛我和善待我，也會對配偶信賴和倚靠。同樣，我們
必須信靠上主，相信上主愛我們，善待我們，至於我們甘心樂意委身事奉主，
另外，有信靠才有順服上主，「順服」是指按上主旨意而行，不是按自己喜好
和領受而行，正如主耶穌成為我們順服的好榜樣，正如使徒保羅所說：「你們
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
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
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 5-8） 

4. 基於愛。 

聖經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可十二 30）「愛
神」是聖經中的誡命，信徒必定要遵守。但「愛神」不是單單出於聖經的誡命
和責任，否則，信徒感到辛苦且並不長久維持，除非出於你內心對上主的愛，
否則，難於持續實踐以上所說的一切。另外，我們愛上主，是因上主先愛我們，
正如聖經所說：「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四 19）又說：「惟有基
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五 8） 

  無論如何，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一套信念，而是信徒與上主建立關係，這是
一個立約的關係，正如主耶穌用聖餐來表明信徒與上主的關係，祂說：「飯後也照
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路廿二 20）
「立約」雙方必須遵守這約的規條和責任，信徒在這新約的責任就是一生信靠和委
身於上主，遵守上主一切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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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網上崇拜 

呂彩嫺宣教師 路得姑娘 
如常地結果子 

（路 13:1-9）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路 13:1-9 

宣  道                     如常地結果子 

回  應                      真實的悔改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家事分享 

1. 11/9（五）教會網上祈禱會：晚上 9:00-10:15，誠邀弟兄姊
妹參加，一起為教會、香港和神國度禱告！參加者請聯絡王
桂芳牧師。 

2. 沙田堂 38 週年堂慶崇拜因疫情關係將於網上舉行，播放時
間為：19/9（六）下午 4:30，20/9（日）上午 10:00。 

3. 特別會友大會安排如下： 

a. 本堂定於 20/9（日）中午 12:00 舉行網上（zoom）特
別會友大會，敬請本堂會友報名參加。 

b.「會友大會通知書」已於 28/8 寄出，請會友到通知書中
列出的網址報名出席，以往已登記用電郵收取通知的會
友，請檢查電郵，如未有收到，請聯絡辦公室。 

c. 也誠邀恆常出席本堂聚會，關心本堂事工的弟兄姊妹列
席，請到以下網址報名參加 http://bit.ly/stc10107 

 



 

敬拜詩歌 
 

祢是榮耀君王 

曲、詞： Mavis Ford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祢是榮耀的君王 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 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 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 祢是主耶穌基督 

副歌：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撒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盡情的敬拜 

曲、詞：施弘美 版權屬生命河靈糧堂所有 

耶穌聖潔公義救主 彰顯神的智慧能力 

祢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滿有豐富無窮的恩典 

耶穌權柄統管萬有 配得榮耀尊貴頌讚 

我以心靈誠實盡情敬拜 坐在寶座上深愛我的主 

副歌：舉起我的心來敬拜祢 用生命來回應祢的愛 

哦我的主 讓我單單在乎祢 盡情地敬拜祢 

 

我們呼求 

曲：曾祥怡 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我們同心在祢面前 以禱告尋求祢面 我們轉離所有的惡行 定意單單跟隨祢 

1.主我們是屬祢的子民 求賜下父神的心 我們要回轉向祢父神 也要看見復興 

2.主我們國家是屬於祢 求祢來掌管全地 願祢來憐憫醫治這地 榮耀再次降臨 

副歌：我們呼求祢阿爸父 設立祢寶座在這地 

祢必睜眼看側耳垂聽 奉主名的呼求 

萬民都要來敬拜祢 榮耀高舉祢的聖名 復興這地 全能的君王 我們歡迎祢 

 

真實的悔改 

曲、詞：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祢已救贖我們 招聚我們 為祢爭戰 主我們同心尋求 祢的國度 祢的公義 

求祢赦免我們得罪了祢 從今天起我們要順服祢旨意 

副歌：主我們真實的悔改 回轉到祢面前 

求祢赦免我們的罪 潔淨我們的心 

主再次賜下祢恩典 再次賜下憐憫 

求祢塑造我們生命 為祢而活 一生討祢喜悅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九月五、六日 

講員：路得姑娘 

講題：如常地結果子 

經文：路加福音 13:1-9 

1 正當那時，有人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攙雜在他們祭

物中的事告訴耶穌。2 耶穌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

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嗎？3 我告訴你們：不

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4 從前西羅亞樓倒

塌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

冷的人更有罪嗎？5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

改，都要如此滅亡！」6 於是用比喻說：「一個人有一棵

無花果樹栽在葡萄園裏。他來到樹前找果子，卻找不着。

7 就對管園的說：『看哪，我這三年來到這無花果樹前找

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佔地土呢？』8「管

園的說：『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圍掘開土，加上糞，

9 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九月五、六日 
講題： 如常地結果子 講員： 路得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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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體會上帝在這時代的作為，更深明白上帝的旨意，

更多經歷主的塑造和改變，活出主給沙田堂的命定！ 
2. 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在疫情中，更深經歷主的保護和帶領，並能更多倚靠

主，重新排列生命的優先次序，朝著主的標竿直跑！ 
3. 「我們又藉着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

神的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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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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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5:2-5。求主賜我們信心、盼望和
愛心，經歷祂豐盛的恩典，經煉生命的品格，滿有主的喜樂和平安！ 

4. 請為沙綠區各肢體的靈修生活代禱，願各人在這逆境能更經歷上主的同
在，以神的話為指引，踏上恩典之路。 

5.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開始會有少年人加入小組，記念組長們的用心和盡力
地調節現時的模式以致配合少年人特性，並期待聖靈在各人生命中能作
新事，能叫少年人的生命成長。求主使沙少區各人能同心合意，以耶穌
基督的眼光和心腸，在不容易的情況下仍然忠心實踐沙少區異象。 

6. 請禱告記念沙苗區的小朋友們不一樣的新學期開始，求主祝福小朋友能
適應，家長們也能妥善的安排。更求主祝福未來無論面對什麼的轉變，
也有上帝的恩典同在。 

7. 請為同工會於下週三商議明年的教會全年事工代禱，求主指引，求主賜
智慧去明白主的心意！ 

8. 求幫助弟兄姊妹仍能繼續於網上開組，彼此激勵，互相關顧！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代禱，為他在疫情期間有智慧帶領教會，安排各樣的事

工，求主加力和祝福。 
2. 請為張大華牧師代禱，求主賜他智慧去參與職場事工。 
3.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聖靈充滿她，滿有主的智慧和愛去服侍，建立

生命，更多與弟兄姊妹一起禱告，經歷主的同在。求主保守醫治她的父
母，爸爸的腳部生雞眼，媽媽的右腳面腫，求主賜他們的身心靈健壯，
更多信靠主。 

4. 請為黃慧貞姑娘的爸爸代禱，求主保守看顧他，他現在正接受治療，求
主醫治及保護他。 

肢體： 
請為蔡慧雯姊妹(沈嘉麗姊妹的媽媽)代禱，她仍在威爾斯醫院普通病房留
醫，要食流質食物。需要找院舍，期間或先會轉去沙田醫院療養，求主賜智
慧，供應找到合適院舍照顧。 
香港： 
請為香港祈禱，祝福香港人特別基督徒有活潑更新的靈命，心情上可以消化
到香港狀況，而不失信心，向主禱告，並能在困難中將盼望分享！ 
請為各區的眾教會能彼此聯繫，互相守望，恩賜配搭，合一見證，一起禱告
呼求主的臨在，一起同工和同心在社區中服侍，分享主愛，求上帝的心意成
就在香港！ 
請為香港防疫和抗疫的工作代禱，求主賜福政府和市民同心合意地彼此配
合，團結一致，能產生美好的果效。。  



 

 
2020年第四季裝備中心課程 

 

聖經講座 

啟示錄選讀二──歷練中的凱歌 
導師：陳思語博士 

（建道神學院國際學院課程主任兼助理教授）            網上報名： 

日期：4/10–29/11（隔星期日，共五堂）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或視像授課 

收費：$100（在職） 

$50（非在職及學生） 

截止日期：27/9（日）                           https://bit.ly/3gvFUsH 

堂數 日期 課堂內容 

1 4/10 被保護者的讚歌（七章） 

2 18/10 亂世中的忠心見證人（十一章） 

3 1/11 如箭在弦的正邪之戰（十三章） 

4 15/11 誰能逃避神忿怒的審判﹖（十六章） 

5 29/11 我的神成了！更新了！（廿一章） 

  
 

 

黎巴嫩大爆炸後的救災（捐款） 

本堂呼籲和鼓勵弟兄姊妹為今次黎巴嫩大爆炸後的救災作奉
獻（捐款），請透過網上將奉獻（捐款）捐給宣明會或施達
基金會有關專款內。 

 

宣明會捐款網站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our-work/Beirut-Explosion-Crisis-Response 

 

施達基金會捐款網站 

https://link.cedarfund.org/donate-now  

（於「特定捐款計劃」選擇「黎巴嫩大爆炸人道救援」)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our-work/Beirut-Explosion-Crisis-Respo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