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五、十六日
週六午堂：4:30pm(幼稚園) / 週日早堂：9:00am(幼稚園) / 週日午堂：11:00am(培英)
辦公室地址：沙田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

甦醒

電話：26462469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鄭詠怡宣教師

有天整理辦公室書櫃，發現了一本筆記簿，是昔日親筆記錄弟兄姊妹
需要的代禱簿，每頁有三欄，「日期」、「代禱摘要」、「蒙應允」，當
禱告蒙應允，我就在欄中寫上日期，劃上剔號，並寫上簡單進展。當我翻
看這些記錄，我感受到當時自己的情懷、對神的信靠，此外，我更感到神
提醒我恆切「代禱」的事奉！
其實，今天當我們翻開聖經或打開聖經應用程式，就是翻開神對我們
的情、翻開祂對我們的教導、督責、指引等等，使我們重新調整自己的步
伐、調整對神對人的態度、調整對社會及世界的看法，重新定位，重整方
向，靠神邁步向前。
列王紀下廿二章及廿三章就記錄了猶大王約西亞重修聖殿時，發現了
律法書，當王聽見律法書上的話，就撕裂衣服，並吩咐臣僕說：「你們去，
以所發現這書上的話，為我、為百姓、為全猶大求問耶和華；因為我們祖
先沒有聽從這書上的話，沒有遵照一切所寫有關我們的去行，耶和華就向
我們大發烈怒。」(王下廿二 13)約西亞王深知他們全民沒有遵行神的話語，
得罪了耶和華，他決心帶領全民與耶和華重新立約，行耶和華所吩咐的。
「王差遣人招聚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眾長老來。王和猶大眾人，與耶路
撒冷的居民，並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無論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華
的殿，王就把耶和華殿裏所得的約書念給他們聽。王站在柱旁，在耶和華
面前立約，要盡心盡性地順從耶和華，遵守他的誡命、法度、律例，成就
這書上所記的約言。眾民都服從這約。」(王下廿三 1-3)約西亞帶領眾民與
神重新立約，並付諸行動，他吩咐人打碎偶像邱壇、廢除惡行，吩咐百姓
當照約書上所寫的，重新向耶和華守逾越節。當他發現神的律法、認真聆
聽神的律法，就帶領眾民悔改，帶領眾民重新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2021 年，我們的確處身於嘈吵、混亂的世界中，我們的思想、情緒每
天都承受著各方各面的壓力、挑戰。但是，請不要忘記，翻開神對我們的
情，翻開神對我們要說的話！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我們是需
要被督責、需要被提醒、需要悔改、需要回轉、需要安慰、需要醫治，我
們才能得自由，有力面對前路！弟兄姊妹，唯有愛我們的天父才能幫助我
們，願我們同哭、同笑，一起並肩同行！
職場事工顧問： 張大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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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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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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及祝福

宋軍牧師 / 呂彩嫺宣教師

FOR THE ONE / 永約的神 / 主的愛臨到這家
王桂芳牧師 /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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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神學科副教授
宋軍牧師週六午堂及週日午堂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
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2021 年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將於 23/5（下週日）下午 2 時
30 分假培英中學禮堂及多用途室舉行，其實體崇拜報名連結：由
區牧於 17/5（星期一）發出，20/5（星期四）中午 12 時截止，
敬請留意。
4. 2021 年 4 月徵信錄可於週刊內及教會網站的小組錦囊內查閱。
5. 溫馨提示：如已報名參加崇拜之弟兄姊妹於崇拜當日正接受強制
檢疫或未完成強制檢測，請弟兄姊妹主動通知教會同工，並留在
家中參加網上崇拜。
6. 溫馨提示：請各位留意，使用幼稚園洗手間時切勿將抹手紙或大
量廁紙拋入坐廁內，避免坐廁內的渠管淤塞，造成破壞。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我願觸動祢心弦
曲、詞：施弘美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每當我來到主祢寶座前 我心我靈向祢俯伏敬拜
再次將主權交託全能神 懇求祢心意向我顯明
副歌：我願觸動祢心弦 全心討祢喜悅
我要舉起雙手 降服於祢 貼近祢的胸懷
我願觸動祢心弦 全心討祢喜悅
我主我的神 求奪我心意 完全屬於祢
榮耀神羔羊
詩集：世紀頌讚，210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副歌：惟有祂是榮耀 尊貴配得讚美 在寶座上的真神羔羊
來敬拜祂 高聲齊來頌揚在寶座上的羔羊
因祂活著
詩集：基督是主第 3 集，54

版權屬門徒企業有限公司所有

神差愛子 人稱祂耶穌 祂賜下愛 醫治寬恕
死裡復活 使我得自由 那空墳墓就是我得救的記號
副歌：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 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 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只因祂活著
FOR THE ONE
1.願良善與憐憫充滿我
為了主所愛的人
就是那些祢愛 因而獻出祢獨生兒子的
為了人類 請添加我的愛
副歌：請幫助我張開兩臂去愛 就像祢所作的
這份愛能抹掉所有界限 看到背後的真
願他們看到我的眼裡 能見到祢
縱使是一個小小的微笑 他們能感受到父的愛
2.祢是何等的愛我們
從無家的 有名的和平凡的
祢細心和用心的造了我們
在最後 我們都是神的兒女
*願我一生述說祢是誰
和祢永不止息的愛是何等奇妙
願我一生述說祢是誰
祢是奇妙也是一位何等美好的父親*

1.Let me be filled
With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for the one
The one for whom You loved and gave Your Son
For humanity increase my love
Chorus:Help me to love with open arms like You do
A love that erases all the lines and sees the truth
Oh that when they look in my eyes they would see You
Even in just a smile they would feel the Father’s love
2. Oh how You love us
From the homeless to the famous and in-between
You formed us, You made us carefully
‘Cause in the end, we’re all Your children
*Let all my life tell of who You are
And the wonder of Your never-ending love
Let all my life tell of who you are
You’re wonderful and such a good Father*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將天敞開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祢 祢是榮耀君王
副歌：天上地下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 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祢
天上地下 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讓一切焦點轉向祢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神羔羊配得
曲、詞：Darlene Zschech 中譯詞：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感謝祢的十字架 感謝祢付上代價 擔當我罪和羞愧 使我完全 賜下奇妙恩典
感謝祢無比大愛 感謝祢釘痕雙手
寶血洗淨我污穢 使我瞭解 祢完全包容赦免
副歌：神羔羊配得 坐在寶座上 頭戴著尊貴冠冕 祢作王到永遠
來尊崇讚美 耶穌神兒子 從天降下被釘十架 神羔羊配得 神羔羊配得
安靜
曲、詞：Reuben Morgan 版權屬約書亞敬拜所有

1.藏我在 翅膀蔭下 遮蓋我 在祢大能手中
2.我靈安息 在基督裡 祢大能 使我安然信靠
副歌：當大海翻騰 波濤洶湧 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祢仍做王在洪水中 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這世代
曲：鄭耀華 詞：江韶恩、鄭耀華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看哪 猶大獅子已得勝 眾聖徒預備朝見祂
少年人看異象 老年人要作異夢 因為神的復興將來到
2.聽到錫安的號角響起 萬國萬民都要顫抖 耶和華日子將到 光明將除去黑暗
因為神的復興將來到 我們要看到神的榮耀
副歌：這世代 我們用敬拜爭戰 我們用禱告改變世界
這世代 聖靈要更新澆灌我們 這世代 是耶穌世代
永約的神
曲：吉中鳴 詞：鄭楚萍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信 是我這生尋著祢的應允 是永生的源頭方向 令我生命更新
心 願意一生順服祢的指引 伴我一生同行衝破危難困憂
副歌：神已立約 傾出祂恩惠並祝福我一世
神已立約 顯彰祂的愛並寬恕我一切 和祢立約 願跟主方向 願遵守祢管教
齊頌讚主 永活全能 信實無窮 千載百世不變更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祢慈愛何等寶貴
詩集：新歌頌揚，388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哦 主啊 祢慈愛是何等的寶貴 我們投靠在祢翅膀的蔭下
主啊 何等豐盛 當我們與祢同坐席 飲於祢樂河的活水
副歌：哦 主祢是生命本源 在祢光中 必得見光(x2)
上主如鷹背祢
曲：Michael Joncas

中文詞：譚靜芝

1.你住在至高者隱密避難處 永住在全能者蔭下 當對主說 我山寨 我避難所 倚靠
2.網羅陷阱不慌 必蒙救脫險 飢餓與惡毒不驚惶 主翼蔭下必保護 祂信實 你盾牌
3.黑夜驚恐不怕 必不臨到你 不怕白天飛箭攻擊 千人仆倒你身旁 禍災卻不靠近
4.祂要派遣祂的使者隨伴你 在所行的路上保護 大能的手承托你 免你腳碰石頭
副歌：上主如鷹將你背翅膀上 飛升往前入曙光
使你如旭日明光 護庇關愛 掌握主手中
我的救贖者活著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 祂領我走正義路
2.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 祂伴我作我的燈
副歌：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心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 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 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煉淨我 哦主
煉淨我 哦主 煉淨我的心如同寶貴金銀
煉淨我 哦主 煉淨我的心如精金
副歌：焚燒的靈 我心唯一懇求能成為聖潔 分別為聖歸與祢 主
我願成為聖潔 分別為聖歸與祢 我的主 來遵行祢旨意
主的愛臨到這家
曲、詞：BBL 和弦：Milk 版權屬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所有

這是個家 永活神的教會 在這家裡 有盼望 有恩典
這是個家 永活神的教會 在這家裡 有真理 有活水
*祢話語是家的磐石 祢話語是家的詩歌 祢大愛是家的靠倚 祢大愛是家的拯救*
副歌：主的愛臨到這家 主的愛臨到我心 燃點起我們赤子心 持守真理榮耀我主
主的愛臨到這家 主的愛臨到我心 復興使我們有信心 攜手一起 活出主的旨意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五、十六日（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員：宋軍牧師
講題：反轉的家規
經文：雅各書 2:1-1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着外
貌待人。
若有一個人戴着金戒指，穿着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
有一個窮人，穿着骯髒衣服也進去；
你們就重看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
「請坐在這好位上」
，又對
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裏」，或「坐在我腳凳下邊」，
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
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
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
你們反倒羞辱貧窮人！那富足人豈不是欺壓你們，拉你們到公
堂去嗎？
他們不是褻瀆你們所敬奉的尊名嗎？
經上記着說：「要愛人如己。」你們若全守這至尊的律法，才
是好的；
但你們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為犯法的。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
原來那說「不可姦淫」的，也說「不可殺人」
。你就是不姦淫，
卻殺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
事。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誇
勝。

服事教會以來常思想教會甚麼時候最有活力、最能在社會上發揮
強大的影響力？無數事例表明，是她掙脫開作為世界鏡像的魔咒的時
候，換句話說，就是教會最不像世界的時候。
今天讓我們一起透過《雅各書》二 1-13，來看看作為一個跟隨復
活的主的群體，在這個世界上可以如何另類。
《雅各書》的體裁是猶太
式的智慧文體，有許多命令、勸勉，引用格言、諺語，更重要的是以
律法作為權威性的理據支持，目的是讓信徒個人和群體達致“完全”
（5 次）。《雅各書》所教導的智慧，是對抗當時主流社會文化的一種

反潮流的智慧，這段經文對世人的習慣性思維作出三大反轉。
一、 家規之一：平等待人（vv.1-4）
 v.1，雅各道出一個在他看來非常荒誕的同步現象——又信奉主，
又以貌待人。
 v.2，以一個聚會為實際場景，描述了猶太會堂中發生的事。在當
時散居各地的猶太人語境中，進到會堂，既有可能是敬拜，也有
可能是為了訴訟，因為會堂相當於今天的社區中心，可以在其中
開庭審理一些罪行輕微的案件。如果考慮到 v.1 中“按著外貌待
人”在當時多與法庭有關，指涉法官因人情面而徇私枉法，這裏
的情景就更有可能是關乎審判公正的問題，而非基督徒的敬拜或
團契那類聚會。
這時進來一個手戴金戒指，衣著華麗，看上去氣度不凡，非富即
貴的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個進來的，是一個衣服骯髒的
卑微的人。
 v.3，是負責會堂審訊的社群領袖對這兩個人的不同態度和安排：
語帶恭敬地請富貴人上坐；同時又傲慢地指喚窮人站著，或坐在
腳凳旁。
 v.4，是預期讀者回答“是”的一句修辭問句，前半句是“這豈不
是你們偏心待人”？其主動詞“偏心”意思是歧視性地差別對
待人，而這個字也就是一 6 中的“疑惑”，表達三心二意的人對
神既信且疑的內心分裂狀態，因此這裏也可以理解為“那豈不是
你們內在分裂嗎？”
問句的上半部分帶出下半部分：“用惡意斷定人麼？”可另譯為
“成為判斷偏邪的審判官嗎？”這是一項非常嚴重的指責，偏私
待人，會令審判官淪為邪惡。
雅各這段講論對於當時讀者而言應該並不陌生，編成於 6 世紀的
《巴比倫他勒目》就收有猶太拉比的類似教導。論到《利未記》
十九 15“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
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他勒目》說道：
“你不能任由其中一個訴訟的當事人說他要說的話，卻對另一個
說：‘長話短說！’你不可讓一個站著，而讓另一個可以坐下。”

不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神面前，也完全沒有給“人靠衣裳
馬靠鞍”這類潛規則留下任何餘地，從 v.1 的“不可”這一禁令
式語氣可以得知，聖經不允許在教會群體中，有偏待人的事情發
生。不過事實上，人是非常容易憑一些外在因素而有所偏私的，
除了雅各所舉出的服裝之外，相貌、膚色、胖瘦、語言甚至氣味，
都讓人產生難以自控地好惡感。跟隨復活之主的群體是不設門坎
的，家規之一就是來者平等，不可偏待人。
二、 家規之二：肯定人在神眼中的尊貴價值（vv.5-7）
 雅各寫信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在 15 次呼喚“弟兄”之後，有
12 次緊接著用“請聽”這個命令語氣的動詞，表現出一種強烈的
呼喚。
 v.5，又是一句預期肯定的修辭問句，神就是揀選了世上貧窮人。
“揀選”這個字在新約中出現了 21 次，所表達的意思都是神為
自己施行揀選。這裏神揀選窮人也是如此，並非因為他們貧窮，
以致於神要透過揀選而為他們作出補償，不，他們被揀選純粹是
出自神自己主權性的旨意。
不過，這句仍表現出一個令人驚訝的反轉。“世上的貧窮人”，
意思是按照這個世界的價值體系判斷，他們是窮人，沒有這個世
界所推崇的財富和權位。然而，雅各卻列舉了被神所揀選的貧窮
人，獲賜兩樣特別的禮物：第一，“叫他們在信心上富足”，意
思是從信心的角度來看他們是富足的，或在信心的範疇內他們得
到富足。想想看也確實合情合理，缺乏財富權勢的人，只能憑信
心仰望神，而擁有太多世上財富權勢的人，就太容易凡事仰仗自
己。第二，他們是天國的承受者。“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
人的國”，新漢語譯本譯作“這國度是祂應許過賜給愛祂的人
的”。與“揀選”相同，這裏的“應許”同樣也是基於神自己的
旨意。與一 12 相呼應，主應許給那些愛祂之人的，是生命的冠
冕。國度與生命，在新約中是密不可分的，進入神的國，就是得
著永生。
v.5 凸顯了神所揀選的人所擁有的特殊的尊貴身份和地位，哪怕
是在世人看來是一些最卑微的貧窮人。這讓 v.6“你們反倒羞辱
貧窮人”的指控變得更具威力。這個世界的價值體系敵對神，神
的價值觀也反轉這個世界。

 vv.6-7，仍使用修辭問句向讀者提出質疑，同樣期待的是肯定地回
答。雅各以強硬的口吻指責恰恰是“你們”所偏袒的富足人犯下
二宗罪：
（1）欺壓人。富足人具體展現其威嚴的方式之一，就是
動輒將人拉上公堂受審，令孤兒寡婦、無依無靠的貧窮人吃盡苦
頭；
（2）褻瀆基督。“所敬奉的尊名”指向彌撒亞群體所求告的
那一位，代表服在那名之下，或歸於那名下。對於基督徒所尊奉
的基督，那些人出言侮辱褻瀆，而他們竟然被號稱歸於那名下的
人所偏袒，雅各行文要的就是這種不可思議性！這個世界的價
值，不僅憑外在的衣著評判人，更可怕的是連人的內在價值也踐
踏了，“人窮志短馬瘦毛長”，貧窮人連遠大的志向也沒有，從
外到內都毫無價值可言。然而，雅各在這裏使用了極為激烈的措
辭，反轉了這樣的偏見，肯定了貧窮人在神眼中的尊貴價值。這
是跟隨復活之主的群體，反轉世界價值觀的家規之二，是第一條
家規和第三條家規的理據所在。
三、 家規之三：憐憫待人（vv.8-13）
1. 犯一條即犯眾條（vv.8-11）
最後，雅各訴諸最高權威——律法，引用《利未記》十九 18——
愛的命令，作為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所有人的基礎。於是，便自然
得出違反這一命令的判定：“你們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
法定為犯法的。”（v.9）
 請各位留意，雅各鼓勵收信人透過這條“要愛鄰/人如己”的命令
去完成律法的要求——“你們若全守這至尊的律法”（v.8）
。“全
守”意思是完全守、切實守。這裏便出現一個問題，如何透過這
一條來守全律法呢？要知道舊約中“律法”通常是指一組誡命，
是逐條去學習去遵守的。愛的命令只是誡命中的一條，遵守這一
條難道就守全了所有律法？雅各的確就是這樣看的，因為 vv.1011 就是從反面作出說明，犯一條即犯全部——“凡遵守全律法
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雅各以十誡中第六、
第七誡為例：“原來那說‘不可奸淫’的，也說‘不可殺人’。
你就是不奸淫，卻殺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從中可見，雅各
這裏所強調的是律法的頒佈者——神，違反律法的任何一條，都
意味著得罪了制定律法的神。
 這實在是顛覆了人們功過格式的逐條計算的慣常模式。所謂功過

格，是中國古代非常流行的善書，書中分別列有種種善行和惡行，
用來記錄個人每天的功與過，每月每年檢查，逐條計算，功過相
抵，最後看自己這一年是功多還是過多，便於將功補過，修得善
果。當代中國對歷史人物如毛澤東三七開即三分過七分功的肯定
評價，無疑也屬這類的思路。
 如果將律法也拆成一條條逐條計算的話，就會落入功過格的模
式。雅各在這裏所反轉的就是這種功過格式的算計，他的方法就
是轉去以頒佈律法的神為關注的焦點。
 不過，犯一條即犯眾條，或許會帶給我們不少困擾，細思極恐，
心中自然而然就會產生與門徒相同的絕望感：“這樣誰能得救
呢？”（太十九 25）即誰能完全遵守律法而不被神審判定罪呢？
2. 憐憫向審判誇勝（vv.12-13）
雅各給出的救命解藥出現在這段經文的最後兩節。v.12 道出
一則鐵律，就是人的言行將來都必會按使人自由的律法被審判，這
句話作為總結句，延續了上面以貌待人即犯罪、犯一條即犯眾條的
可怕事實。律法是神定的，審判者也是神，而人又是守不住律法的，
這是人的絕望實況。三者中律法的一點一劃都不會改變，人也無法
靠自己擺脫困境，唯一的希望在乎那位審判者。
 v.13 是以一句諺語作總結，這是雅各書作為智慧文獻的特點之
一。這裏首先扣題回應 v.4，說明偏心待人實際上就成為判斷偏邪
的審判官，故而為此受到嚴厲的審判——“那不憐憫人的，也要
受無憐憫的審判”。這是他們所應得的報應。
 然而，這裏出現一個反轉——v.13 的下半句“憐憫原是向審判誇
勝”=“憐憫勝過審判”。正如耶穌在八福中說“憐恤人的人有
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太五 7）
。只有在神的憐憫中，無法
守全律法的人，才可能守全使人自由的律法，這樣吊詭的現實，
讓我們明白甚麼叫做恩典，也讓我們曉得我們有責任去憐憫恩待
他人。是為跟隨復活之主的群體的家規之三。
 近幾年香港局勢瞬息萬變，人心不安，我堅信這正是平安的福音
彰顯大能的時候。香港教會最需要復活之主的同在。我們可以在
哪裏找到祂？

 上世紀五十年代，西教士被趕出大陸之後，不少人都作了種種反
思。其中一份研究報告提到 86%的受訪西教士認為“教會在幫助
農民或工人方面所做甚少”；1/3 同意“宣教士通常和官員、知
識分子、富人走得更近，教會工作會導致產生一個脫離貧苦百姓
的中產階級”。然而，就在這些西教士痛定思痛半個多世紀之後，
卻出現不少中外教會人士為大陸教會重返“主流社會”而倍感
興奮。我可以證明這個變化，當初我在北京所服事的教會，坐滿
了知識分子、白領階層，甚至不乏富貴人士，當個別信徒把他們
在街頭認識的破衣爛衫的上訪者帶來參加主日敬拜時，我們雙方
是難以宣之於口的尷尬和不適。我們雖然沒有講出來“你站在那
裏”或“坐在我腳凳旁。”但相信我們已經無言地講了這樣的
話，而那些上訪者也確實聽到了，因為一兩次後他們就不再來了，
於是我們又都重新“自在地”敬拜著上主。
 近來講座，我常分享教會走進基層群體的想法，一次有位弟兄問
我，香港有那麼多基層人士嗎？這提醒我們，我們身邊的貧窮人
很多是被社會邊緣化的，是被隱蔽和被消聲的人群。如果衛斯理
當年沒有去找他們，英國十八世紀的福音運動，恐怕很難發生。
貧窮人是最不容易被平等看待、尊重和被憐憫善待的人群，如果
你能如此對待貧窮人，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善待大部分人。
 我們都在擔憂香港教會何去何從，掛慮明天將會如何。其實不得
不承認，我們往往無力扭轉大局，但我們可以選擇去做對的事—
—討神喜悅的事。今天的經文告訴我們，在這個神安放我們的城
市中，我們需要按照主所立的另類家規生活——平等待人、肯定
人在神眼中的尊貴價值、滿有憐憫地愛身邊的鄰居，在這個過程
中有很大可能，你就接待了復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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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嫩的兒子約書亞從什亭暗暗打發兩個人作探子，吩咐
說：「你們去窺探那地和耶利哥。」於是二人去了，來到一
個妓女名叫喇合的家裏，就在那裏躺臥。
有人告訴耶利哥王說：「今夜有以色列人來到這裏窺探此
地。」
耶利哥王打發人去見喇合說：「那來到你這裏、進了你家的
人要交出來，因為他們來窺探全地。」
女人將二人隱藏，就回答說：「那人果然到我這裏來，他們
是哪裏來的我卻不知道。
天黑、要關城門的時候，他們出去了，往哪裏去我卻不知
道。你們快快地去追趕，就必追上。」
（先是女人領二人上了房頂，將他們藏在那裏所擺的麻稭
中。）
那些人就往約旦河的渡口追趕他們去了。追趕他們的人一出
去，城門就關了。
二人還沒有躺臥，女人就上房頂，到他們那裏，
對他們說：「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並且因你
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了。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們面前心都消
化了。
因為我們聽見你們出埃及的時候，耶和華怎樣在你們前面使
紅海的水乾了，並且你們怎樣待約旦河東的兩個亞摩利王西
宏和噩，將他們盡行毀滅。
我們一聽見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們的緣故，並無一人
有膽氣。耶和華你們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現在我既是恩待你們，求你們指着耶和華向我起誓，也要恩
待我父家，並給我一個實在的證據，
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屬他們的，拯救我們性
命不死。」
二人對她說：「你若不洩漏我們這件事，我們情願替你們
死。耶和華將這地賜給我們的時候，我們必以慈愛誠實待
你。」
於是，女人用繩子將二人從窗戶裏縋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
城牆邊上，她也住在城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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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對他們說：「你們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趕的人碰見你們。
要在那裏隱藏三天，等追趕的人回來，然後才可以走你們的
路。」
二人對她說：「你要這樣行。不然，你叫我們所起的誓就與
我們無干了。
我們來到這地的時候，你要把這條朱紅線繩繫在縋我們下去
的窗戶上，並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
家中。
凡出了你家門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歸到自己的頭上，與我
們無干了。凡在你家裏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
歸到我們的頭上。
你若洩漏我們這件事，你叫我們所起的誓就與我們無干
了。」
女人說：「照你們的話行吧！」於是打發他們去了，又把朱
紅線繩繫在窗戶上。
二人到山上，在那裏住了三天，等着追趕的人回去了。追趕
的人一路找他們，卻找不着。
二人就下山回來，過了河，到嫩的兒子約書亞那裏，向他述
說所遭遇的一切事。
又對約書亞說：「耶和華果然將那全地交在我們手中，那地
的一切居民在我們面前心都消化了。」

大綱：
1. 探子被喇合拯救
2. 喇合被探子拯救
反思問題：
1. 基督徒如何接觸那些不同信仰文化的人，以幫助他們認識耶穌的救
恩？
2. 我們當放眼看世界，你看見有哪些人正需要你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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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六日（週日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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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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我們選擇去做對的事：討神喜悅的事。在這個
神安放我們的城市中，我們需要按照主所立的另類家規生活——平等
待人、肯定人在神眼中的尊貴價值、滿有憐憫地愛身邊的鄰居。
2. 請為 23/5 聯合洗禮崇拜的各樣籌備代禱，求主賜智慧和能力予各負
責人，能彼此配搭，團隊合一，能有美好的果效，將最好的獻給主。
3. 請為各區的小組代禱，他們不會受疫情有很大的影響，仍透過實體或
視像開組，在這個困難的時刻，弟兄姊妹仍能彼此守望，支持和同行。
4. 請為教會聘請傳道人祈禱，現時有一位應徵者已通過第一次面試，並
安排 5 月 30 日在週日午堂崇拜證道和下午進行第二次面試，求主親
自保守，帶領和預備。
5. 請禱告記念博康幼稚園於五月份逐步重開所有家長活動，求主保守所
有家長歸回的心。
同工：
1. 請為呂彩嫺宣教師代禱，她請了幾天假替家居剷牆油漆，請記念一切
順利。
2. 請為謝駿麒宣教師的兒女代禱，求主帶領天蕊、天行在復課中學習，
享受在群體和智識成長。
3. 請為鄭嘉慧宣教師代禱，求主賜她的心靈充滿力量，每天被聖靈充滿
和更新，又願上帝大大使用和能祝福到不同肢體的生命成長之路。
4. 請為蔡碧翠和蔡榮欣禱告，感恩蔡爸爸已除去了地上的痛苦，於 10/5
（一）安息主懷。求主安慰親人的心情。
肢體：
1. 請為黃國健弟兄代禱，醫生表示若他的身體指數保持良好，很快就可
出院。骨髓移植成功與否，視乎出院 100 天內有沒有排斥，若沒排斥，
骨髓就移植成功。求主保守醫治他，身體指數保持良好，可順暢出院，
返家後有好的休養，沒有排斥，身心健壯，有好的康復，經歷主恩！
2. 請為於 23/5 接受聖禮的弟兄姊妹代禱：
成人洗禮：吳炳安；沙龍區：黃可欣；沙奮區：陳筠儀、李朗欣、文
永發、李家琪、陳昫賢；沙 8 區：陳菁汶；沙少區：伍俊康、邱凱琪。
堅信禮：沙少區：陳思允。轉會禮：沙旺區：陳寶明、李泳斯。
嬰孩洗禮：曾允祈（父：曾宏強，母：陳綺華）；陳宇帆和陳宇琛（父：
陳家驊，母：黃旭葵）；區筠沛和區晏菁（父：區俊英，母：黎斯慧）
求聖靈充滿他們的生命，主賜福予他們，一生信靠和跟隨主，活出召
命，見證榮耀主！
香港：
請為香港未來數週防疫抗疫代禱，求主賜智慧予政府推行的措施有
效，特別是遏止變種病毒的傳播，因它有至少廿一日潛伏期。求主激
勵居民謹慎生活，配合政府的措施。
世界：
請為各國能平均分配疫苗代禱，求主讓富裕國家顧及貧窮國家的需
要，大家能有均等的防禦，使疫情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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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聯合崇拜

<2021 年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
日期：2021 年 5 月 23 日(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沙田培英中學一樓禮堂(新界沙田禾輋村豐順街九號)
敬拜/主席：陳家能弟兄
講員：謝駿麒宣教師
講題：等候聖靈與作主見證
經文：徒 1:4-8
*實體崇拜報名連結：由區牧於 17/5(星期一)發出，
20/5(星期四)中午 12 時截止，敬請留意。*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敬拜
講員
招待

襄禮
司事長 / 司事

陳家能
謝駿麒宣教師
呂愛、何強華、羅淑卿、姚婷婷、姚雄傑、李浩鏘、
林少燕、楊偉業、陳健偉、黎燕妮
羅偉真、林德瑩、莫苑萍、林偉漢、羅偉成、鄭詠怡、
呂彩嫺、鄭嘉慧、謝駿麒
黎碧筠、何錦培 / 朱銘珊、呂愛、伍恩君、甄國文

兒童小組

黃慧貞

場務經理

鄭詠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