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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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6462469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閒話家常」之你準備好嗎？                     呂彩嫺宣教師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提後 4:2） 

保羅深知提摩太面對將來的事奉會膽怯，因此囑咐和鼓勵他，使他在前面事奉
的日子能剛強壯膽。「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這節經文是保羅很重要的信息
和嚴厲的命令，是不受任何環境所影響！我們的人生肯定會遇見許多不同的境遇，
有艱難危險的、也有比較安舒穩妥的，但無論如何，務要堅定的傳道！ 

「總要專心」的意思是：「準備好了、待命、堅持......。」保羅鼓勵提摩太要堅
定的傳道。這是作為事奉者應該要具備的一種態度，就是要全心全意的把自己準備
好、不要分散注意力，要隨時待命、準備傳道！這是一種積極、正向的態度，若是
要堅定的傳道，一定要有全心預備的態度！例如奧運和殘奧的比賽，運動員必須在
賽前作最好的準備，還要參加不同的特訓來提升自己的體能、技術和戰略，同時也
為了突破自己或打破世界記錄，背後付的代價和犧牲實在不少，不但三餐受到格限
制，作適要定時，體能須嚴格訓練，有時為了要專心比賽和提升質素，還要遠去他
鄉，與父母親友分隔兩地。他們付出的一切一切都是為了「常作準備」來迎戰不同
國家的強勁選手，務求有卓越的成績，為國家增光。又例如一支軍隊或是一支球隊
要出戰時，領導人問到：「準備好沒有？」有一種時間的緊迫感，期盼的答案是肯
定準備好的。 

「你準備好嗎？」香港人口老化，長者人數與日俱增，他們正倒數日子去面對
死亡的臨近。我們每週聚會的博康幼稚園，正坐立於一條老化的屋邨，每當經過附
近有大樹遮蔭的地方，總有很多長者坐在長櫈上閑聊，既然神給我們在博康邨聚會，
我們就要對這個地方的福音工作有承擔，不但如此博康幼稚園每天有一群家長帶孩
子上學去，我們更要對這群家長和孩童還福音的債，不要白佔幼稚園的土地。 

「你準備好還福音的債嗎？」面對廣大的福音的禾場，若不趕緊將福音傳給他
們，我們便有愧見主面。幾年前沙勉區有部份肢體修讀禧福協會舉辦的「天國耆兵
課程」，他們的年齡介乎 60 多至 80 多歲的長者，他們進修的目的是要成為天國的
精兵去服待神和人，將天國的好消息與人分享。他們畢業後曾去過不同地方去佈道，
還遠洋過海的到別的國家去唱詩歌和講見證，帶領人信主。現在沙勉區集結他們，
每個月都有固定的時間出隊向人傳福音，我們每次先祈禱、分派物資，跟著在街頭
唱詩歌吸引街坊注意，然後分散在四處佈道。 

我們每個月都在沙、博、乙出隊佈道，參加者雖然只有十多位，我們期望能將
這把傳福音之火慢慢地燃點起來，讓更多的長者加入成為天國精兵。鼓勵大家與我
們一起把握這樣的佈道時機，要裝備好自己，隨時隨地參與傳福音的工作。 
 
 
 
 

 

職場事工顧問： 
堂 主 任： 

張大華牧師 
佘健誠牧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沙綠區) 

宣 教 師： 呂彩嫺宣教師(沙勉區) 
黃慧貞宣教師(沙苗區) 

  牧    師： 王桂芳牧師(沙勉區、沙星區、沙龍區、沙宣區) 鄭詠怡宣教師(沙靖區、沙奮區、敬拜區) 
 陳智衡牧師 鄭嘉慧宣教師(沙少區、沙約區、沙泉區、 

執    事： 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 沙旺區、沙綠區) 

 司徒麗燕執事、林偉漢執事、莫苑萍執事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沙奮區) 
行政同工： 蔡碧翠、蔡榮欣  工    友： 張嘉輝、關自力、陳達文、 

   袁麗兒、蘇煜軒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鄭韻莉 / 蘇家淳 / 鄭詠怡 

 

讀  經       馬可福音 4:35-41 / 以弗所書 6:10-20 / 以弗所書 6:10-20 

 

宣  道                在風浪中 / 屬靈爭戰 / 屬靈爭戰  

 

奉  獻                跟祢見面 / 萬世戰爭 / 萬世戰爭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佘健誠牧師 

 

      彼此問安 / 一同執拾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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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同工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11/9 
午堂 

鄭韻莉 
邢福增 
博士 

在風浪中 
(可 4:35-41) 

鄭詠怡 沙 TY 區 

尹穎欣 

陳淑彥 譚兆恒 

12/9 
早堂 

蘇家淳 

佘健誠 
牧師 

屬靈爭戰 
(弗 6:10-20) 

鄭嘉慧 

袁海梅 黃靜仁 
黃麗𣶼 

林德瑩 

黎燕妮 林麗珊 張敏儀 

午堂 鄭詠怡 謝駿麒 

吳澤甜 姜群歡   
黃冠業 

何錦昌 

林峻廷 藍銳凌 甄國文 



 

 

 

 

 
                               

    

下週堂慶感恩聯合崇拜事奉人員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39週年堂慶感恩聯合崇拜 

日期：2021年 9月 19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時 30分 

地點：沙田培英中學一樓禮堂(新界沙田禾輋邨豐順街九號) 

講員：董美琴牧師 

當天除了有聖餐，更首次設有兒童聖餐。懇請各位弟兄姊妹預備心靈，記念主恩。 

39 週年堂慶感恩聯合崇拜之兒童小組，需要報名參加。幼兒級與小學級各有 18 位參與人數。

星期一將會發報名連結給家長。 

誠邀各位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同頌主恩！ 

39 週年堂慶感恩聯合崇拜將同時進行 Facebook 直播和錄影，並於崇拜後當晚將錄影上載到沙

田堂 YouTube 頻道，直至週一早上 10:00 後刪除。 

主席/敬拜 連皓晴 

講員 董美琴牧師 

招待 
黎燕妮、何羅淑、何強華、郭寶賢、鄭貴田、鄧瑞安、 

朱銘珊、李雅詩 

襄禮 
鄭詠怡、黃慧貞、謝駿麒、鄭嘉慧、司徒麗燕、林德瑩、 

莫苑萍、羅偉真、林偉漢 

司事長 / 司事 伍恩君、羅偉成 / 朱鉻珊、何梓峯、黎碧筠、甄國文 

兒童小組 黃慧貞 

場務經理 鄭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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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邢福增博士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工友陳達文先生將於(20/9)正式離任，在此多謝陳先生在本堂事奉，願主親自

祝福他。 

4. 袁麗兒女士和蘇煜軒先生已正式在(29/8)及(12/9)上任為本堂兼職工友，請弟

兄姊妹記念他們的適應和事奉。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How great is our God 我神真偉大 

曲：Chris Tomlin、Ed Cash、Jesse Reeves 詞：周巽光牧師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The splendor of the King  Clothed in majesty 

Let all the earth rejoice  Let all the earth rejoice 

He wraps Himself in light And darkness tries to hide it 

And trembles at His voice Trembles at His voice 

2.Age to age He stands  And time is in His hands 

Beginning and the end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God head three in one  Father Spirit Son 

 The Lion and the Lamb  The Lion and the Lamb 

Chorus: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ee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Name above all names  Worthy of all praise 

My heart will sing How great is our God** 

1.尊貴榮耀君王 在全地之上 
願萬民都喜樂 全地都喜樂 
主祢滿有榮光 黑暗都躲藏 
萬民高聲唱 齊來高聲唱 
2.昔在永在君王 從今直到永遠 
祢從不曾改變 永存在天地間 
祢是三一真神 父子與聖靈 
真神的羔羊 全能神羔羊 
副歌：我神真偉大  
歌頌祢聖名真偉大 
全地都看見 我神真偉大 
祢至聖尊名 配受大讚美 
全心歌頌 我神真偉大 

跟祢見面 
曲、詞：Steven Furtick, Chris Brown, Amy Corbett 中文譯：Room 5 版權屬 Elevation Worship 所有 

1. 已不可改寫我最初 未知的明天怎可掌控 但我的主賜下同在 在此刻祢的應許覆蓋 
2. 每當經過死陰幽谷 讓祢愛挪走一切驚怕 像我影必歸與這光 在我軟弱中登上寶座 
副歌：求祢的風填滿心中 我只想跟祢見面 全我所需是祢應許 我只想跟祢見面 

*祢同在全地 祢從不捨棄 神此刻於這裡 神此刻於這裡 
聖靈請降下 我靈必甦醒 神此刻於這裡 神此刻於這裡 

Touch of Heaven（祢的觸摸） 
曲、詞：Michael Fatkin, Hannah Hobbs & Aodhán King 版權屬 Hillsong Music Publishing 所有 

1. How I live for the moments  

Where I’m still in Your presence 

All the noise dies down Lord speak to me now 

You have all my attention I will linger and listen  

I can’t miss a thing 

2. You’re the fire in the morning  

You’re the cool in the evening 

The breath in my soul The life in my bones  

There is no hesitation In Your love and affection  

It’s the sweetest of all 

*Lord I know my heart wants more of You 

My heart wants something new So I surrender all* 

Chorus: All I want is to live within Your love  

Be undone by who You are 

My desire is to know You deeper 

 Lord I will open up again 

Throw my fears into the wind  

I am desperate for a touch of heaven 

**I open up my heart to You  

I open up my heart to You now 

So do what only You can  

Jesus have Your way in me now* 

1.我應該怎樣活在此刻 
當我還在祢的同在裡 
所有噪雜聲音漸漸逝去 主阿，願祢對我說話 
我只專注於祢 我會縈繞聆聽 
我不想錯過任何一句說話 
2.祢是清晨裡的火焰 
祢是晚間裡的涼風 
我靈魂深處的呼吸 我骨裡的生命 
在祢裡面沒有猶豫  只有愛和深厚的感情 
是世上最甜美的事 
*主阿 我知道我的心想認識祢更多 
我的心想要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我將我所有降服祢* 
副歌：我所求的 只有活在祢的愛裡 
被祢重新改造 
我的渴望是了解祢更深更深 
主阿，我會再次開放我的心 
把我的恐懼扔進風中 
我切切渴望祢的觸摸 
**我向祢敞開我的心 
我向祢敞開我的心 
只有祢可以改變我 
耶穌，願祢成就祢的心意，在我裡面** 

安靜 
詞：鄭懋柔 曲：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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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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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我要歌頌祢 

詞、曲：清風 版權屬枝子 The Branches 所有 

讓歌聲穿梭 叫一切屬祢的都要頌揚 

海天也為祢深情的高歌 印証祢豐富中無變心思祝福 

讓思海棲身 祢廣闊浩壯的擺設裡面 

翻開每頁祢恩情的應許 讚嘆祢陶造裡每個精彩 

副歌：我要歌頌祢 智慧的完美 從來無別個匹配跟祢媲美 

是祢手編織厚恩 分佈耀眼星宿顯榮耀 

我要歌頌祢 永遠歌頌祢 祈求掏盡我所有稱讚給祢 

萬有都歡欣讚歌 心醉述說這創造完備 恩典的美 

我要歌頌祢聖名 
曲：Terry MacAlmon 詩集：和撒那新歌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我要歌頌祢聖名 哦主 歌頌祢聖名 哦主 

因為祢聖名至高配得讚美 我要歌頌祢聖名 哦主 

歌頌祢聖名 哦主 因為祢聖名至高配得讚美 

2.我要榮耀祢聖名 哦主 榮耀祢聖名 哦主 

因為祢聖名至高配得讚美 我要榮耀祢聖名 哦主 

榮耀祢聖名 哦主 因為祢聖名至高配得讚美 

賜我自由 
曲：張證恩、詞：洪啟元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賜自由的靈啊 求祢來 來到我的裡面 來到我的生活 

趕走生活中的愁煩 驅走我心中的不安 

副歌：祢的靈啊在那裡 那裡就有自由 

世界雖有勞苦重擔 求祢靈來賜我自由 

主必興起我 
曲、詞：Aarus Chung  版權屬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所有 

副歌：靠著聖靈我儆醒 靠著聖靈我祈求 靠著聖靈我禱告 靠著聖靈得力 

靠著聖靈我儆醒 靠著聖靈我祈求 靠著聖靈我宣告 主必興起我 

萬世戰爭 
詩集：生命聖詩，382 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1.信徒看哪 萬世戰爭已臨我們時代 無數軍兵攜械披甲集合嚴陣以待 

你是否為忠勇戰士 站在信徒隊中 是否立誓向主盡忠 是否剛強奮勇 

2.看這世界目前景象 正沈淪在罪中 主大使命長久以來無人注意遵從 

現在請看神國兒女 攜手同心合意 勇往直前努力爭戰 要搶救這美地 

3.神的教會正在醒起 熱心傳揚真理 看她已在祭壇獻上佳美珍貴活祭 

寶貴光陰瞬即過去 世界終局將臨 事主機會快要消逝 現在趁時救人 

副歌：是否你見此異象 是否你心激動 是否你應主呼召 是否你願聽從 

萬世戰爭已經來臨 聖經預言已經明載 戰爭狂濤臨到我們 臨到我們時代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我要高舉祢的名 

曲：Chris Bowater 

以清潔的心我讚美祢 以純潔的心我尊崇祢 

以我裡面正直的靈 我要高舉祢的名 

我要高舉祢的名 我要高舉祢的名 

心中充滿對祢的愛 我要高舉祢的名 

耶穌我愛祢 
詩集：讚之歌 4，2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耶穌 我愛祢 我跪拜祢面前 讚美和敬拜 我們的王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 

懇請聖靈降臨 
詞、曲：Caroline Tjen 

求神的聖靈充滿內心 來全然的降臨光照內心 

順服願效主榜樣 聖靈全心渴慕您 把每一天來榮耀您耶穌 

副歌：來渴想主的心 唯靠主的帶領 容讓我心永屬您 常在您愛裡更新 

獨有主的保惠師 指引著不會再迷路 來榮耀您全然的相信您 

神坐著為王 
曲、詞：西伯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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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世戰爭 
詩集：生命聖詩，382 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1.信徒看哪 萬世戰爭已臨我們時代 無數軍兵攜械披甲集合嚴陣以待 

你是否為忠勇戰士 站在信徒隊中 是否立誓向主盡忠 是否剛強奮勇 

2.看這世界目前景象 正沈淪在罪中 主大使命長久以來無人注意遵從 

現在請看神國兒女 攜手同心合意 勇往直前努力爭戰 要搶救這美地 

3.神的教會正在醒起 熱心傳揚真理 看她已在祭壇獻上佳美珍貴活祭 

寶貴光陰瞬即過去 世界終局將臨 事主機會快要消逝 現在趁時救人 

副歌：是否你見此異象 是否你心激動 是否你應主呼召 是否你願聽從 

萬世戰爭已經來臨 聖經預言已經明載 戰爭狂濤臨到我們 臨到我們時代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週六午堂) 

講員：邢福增博士 

講題：在風浪中 

經文： 41-4:35馬可福音  

35. 當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吧。」 

36. 門徒離開眾人，耶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也有別
的船和他同行。 

37. 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水。 

38. 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夫子！
我們喪命，你不顧嗎？」 

39. 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
大大地平靜了。 

40. 耶穌對他們說：「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41. 他們就大大地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
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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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週六午堂) 

講題： 在風浪中 講員： 邢福增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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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二日(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員：佘健誠牧師 

講題：屬靈爭戰 

經文： )聖經新譯本( 20-10:6以弗所書  

10. 最後，你們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裡面剛強。 

11.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使你們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12. 因為我們的爭戰，對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

和天上的邪靈。 

13. 所以要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使你們在這邪惡的時代裡可以抵擋得住，並且在作完了

一切之後，還能站立得穩。 

14. 因此，你們要站穩，用真理當帶子束腰，披上公義的胸甲， 

15. 把和平的福音預備好了，當作鞋子，穿在腳上， 

16. 拿起信心的盾牌，用來撲滅那惡者所有的火箭； 

17. 並且要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起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18. 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隨時在聖靈裡祈禱，並且要在這事上恆久警醒，為眾聖徒祈求。 

19. 也要為我祈求，使我傳講的時候，得著當說的話，可以坦然無懼地講明福音的奧祕， 

20. （我為這奧祕作了被捆鎖的使者），也使我按著應當說的，放膽宣講這福音的奧祕。 

本論： 

（一） 認識爭戰的敵人（弗 6:11-12） 

（二） 爭戰得勝之道（弗 6:10-11，13-18） 

（三） 總結： 

思考問題： 
１．為何基督徒要打這仗屬靈爭戰？ 

２．打這仗屬靈爭戰，爭勝的秘訣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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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二日(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題： 屬靈爭戰 講員： 佘健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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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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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沙田堂 39 週年堂慶（19/9），感謝主於過去的日子，無論是高或

低，順或逆，祂都有十足的看顧和保護，祂的帶領和保守，求主幫助教會
往前行時，更能行進主旨意中，求聖靈大大充滿和恩膏教會，在這時勢中，
活出不一樣的生命，在主裡作新事和奇事，經歷主的大能和同在，活出主
給沙田堂的命定！ 

2. 請為弟兄姊妹更多認識屬靈爭戰代禱，靠著主賜的信心、智慧和能力去勝 
過撒但，打得勝的仗！ 

3. 求主保守帶領教會購堂的各樣事宜(籌款、選址、服待方向等)的籌備代禱，
求主帶領！求主激勵弟兄姊妹更多關心沙田堂，盼望在教會購堂的事情
上多多禱告記念和獻，讓上主在這件事情上看見我們的同心、盡心和愛
心，願榮耀頌讚歸給上主。 

4. 請記禱告念沙勉區的長者年紀越來越大，病痛越來越多，再加上長期病
患，返教會都很困難，求主特別要憐憫他們。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事奉繁忙禱告，求主讓他有智慧和精力，分配時間在行政

和牧養的事工上，並帶領同工團隊和領袖，同心合意建造教會。 
2.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主幫助她作息平衡，有健康的身心靈。求聖靈充

滿她，更多敏銳主的帶領，牧養和建立生命和家庭。求主保守她的父母身
心靈健壯，更多認識和信靠主！ 

3. 請為黃慧貞姑娘的老爸手術後的安排代禱，求主幫助。 
請為太陽家庭代禱： 
1. 太陽和月亮的所有的家人都未信主，求聖靈光照他們的心，讓他們早日得

救；求主安慰月亮的嫲嫲，因爺爺於上半年離世。 
2. 請為他們的語言學習代禱，近月多了與人對話，他們仍說得不流暢；請特

別記念太陽，由於未有進步，易變得低動力去學習，被仇敵攻擊，叫他責
備自己。請為他禱告，求主保護他的心思意念，學習有滿足和喜樂，以及
欣賞自己的努力。 

3. 求聖靈常常引導，帶領他們到適合的群體當中分享聖書。求耶穌幫助他們
順從聖靈。 

4. 求上主保守他們一家天天喜樂，身體健康。 
5. 感謝主星仔 8 月開學後一直很享受上學，求主繼續祝福他在校園裏有好

的關係和感到滿足。 
6. 天城的疫情又漸上升至每天 2 萬多宗，270 多宗死亡，求主憐憫和醫治。 
7. 月亮於 9-12 月除了語言學習外，每週三晚都有婦女小組訓練，求主祝福

她大有得著及學習，妹妹在她訓練時也很合作和太陽一起。 
香港： 
 請為香港教會代禱，求主賜他們勇氣和信心，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在

面對疫情、會友移民和政局的改變，仍能堅守崗位，發揮主給的使命！ 



 

沙田堂第四季裝備站課程 

信徒生活 

此課程透過每堂的專題，去探討基督徒在信仰和生活中應有的特質，從而在行事

為人上與蒙召的恩相稱。 

 

導師：佘健誠牧師 

日期：1/10-26/11/2021（星期五，共九堂）       網上報名： 

時間：晚上 8:30-10:00（每堂 1.5小時） 

形式：Zoom視像教授 

費用：免費 

要求：已信主和完成初信栽培 

截止日期：26/9/2021                      網址：https://bit.ly/3mO3Hej 

備註：此課程包含洗禮班部份內容，在 2022年開始參加此  

      課程後才可報名參加洗禮班 

 

 

 

 

 

 

 

 

 

                                                 

 

堂數 日期 課堂內容 

1 1/10 認識上主 

2 8/10 持守真道 

3 15/10 禱告敬拜 

4 22/10 召命人生 

５ 28/10(四) 支持同行 

６ 5/11 作主門徒 

７ 12/11 鄰舍社會 

８ 19/11 工作家庭 

９ 26/11 恩賜事奉 

 
 
 
 
 
 
 
 
 
 
 
 

https://bit.ly/3mO3Hej


 

 
 
 
 
 
 
 
 
 
 
 
 
 
 
 
 
 
 
 
 
 
 
 
 
 
 
 
 
 
 
 
 
 
 
 
 
 
 
 
 
 
 
 
 
 
 
 
 
 
 
 
 
 
 
 
 
 
 
 
 
 
 
 
 
 
 
 
 
 
 
 
 
 



 

 
 
 
 
 

神學生家書(三)       葉智軒弟兄 29/8/2021 

 

 

距離上次的家書大概兩個多月時間，上次我以五個關係來分享我過去一年的

神學生活，包括：與神、與自己、與別人、與家人和與實習教會的關係，今次我嘗

試集中分享這六個星期全間實習的經歷，讓大家和我一齊同行。 

〈恩典之路〉 

還記得進入實習教會的前一晚，幾個弟兄姊妹為我祈禱，祝福我可以帶著恩

典進入救恩堂實習。當晚我們唱了一首詩歌 -〈恩典之路〉，歌詞說「一步又一步，

這是恩典之路，祢愛，祢手，將我緊緊抓住；一步又一步，這是盼望之路，祢愛，

祢手，牽引我走這人生路」。那時，回想到神一直

的引領，已經很感動。怎料，第二天參與他們的聯

合小組時，他們竟然也同樣用上〈恩典之路〉這首

詩歌，這一刻很感受到神在歡迎我，歡迎我進入

到實習的場景中，感受到神的保護和引領很真實

的臨在，超過我所能想像的。 

早禱會 – 神正在復興衪的教會 

另外，在救恩堂一個讓我大開眼界的地方，就

是他們的早禱會。天未光，他們教堂的燈已經亮著，

預備以敬拜和禱告去開展新一天。出席的人數也不

少，實體有二、三十人，網上也有二、三十人，六

點半一起敬拜主，一起透過神的信息禱告，我也感

恩可以準時出席。有一次散會後彼此問安，發現原

來有弟兄是一大清早從梅窩坐頭班船出來，我被他們對神的渴慕所感動，也看到神

的復興在很多教會正在發生，願我們更敏感聖靈在這世代的作為，定睛在衪超越的

計劃中。 

 

 
 
 
 
 
 



 

 

 

 

普通話小組 - 不同的階層一起圍爐，讀神的話 

最後一個片段就是在一個普通話團契中。救恩

堂有服侍基層人士，包括：附近的街坊、中途宿舍，

和維園的露宿者。除了去到他們的地方探訪，派發

物資之外，弟兄姊妹也會邀請他們進到教會場景中。

話說有一次，我接觸一個街友，之後那街友想我幫

忙他登記消費券，他帶著朋友來到教會，在幫他們

填寫資料時，因為都幾「埋身」，開始感受到一些「味

道」，及後，因為有普通話團契，就邀請他們出席，他們也願意參與，我們就一起

圍著讀神的話語。過程中，我觀察這個組合，裡面有富裕的退休人士，有住在中途

宿舍的內地人士，和那兩個維園的街友，那時讓我想起耶穌的時代，跟隨耶穌的不

就是那些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嗎？有文士，有法利賽人，有稅吏，有妓女，有癱子、

瞎子、麻瘋病人等等，他們背景各有不同，但因著耶穌的愛，他們聚在一起。我反

問自己，我能像耶穌一樣接納這些不同階層的人，甚至一些被社會遺棄的人嗎？我

怎樣能實踐去愛耶穌所愛的人呢？我相信，唯有不斷經歷耶穌基督那份超越的愛，

才能懂得怎樣去愛。 

代禱事項 

新一學年除了周六及周日要在救恩堂實習之外，還要修讀四科，並要擔任班長

一職。這職份給我一定的挑戰，因為作為班長要更多聆聽同學的需要，幫助同學和

學校溝通，和建立同學之間的群體生活。我清楚知道單靠自己的能力是不足以勝任

這個崗位，但我相信我要更多的親近神，倚靠主，才能得著那份能力去完成神所托

附給我的。願孩子在忙碌的學習和事奉中，能與神有更好的連繫，經歷神的同在。 

最後，請記念我們一家，因為榮恩要預備升中，Jenny 工作也很忙碌，願我們

一家能抓緊彼此相處的時間，作美好的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