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聖 餐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一年十月九日、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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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麒一會               在冒險中成長            謝駿麒宣教師  

夏天將要完結時，我們帶著兩位孩子捉緊夏天的尾巴，讓他們嘗試生命的第一
次，就是謝氏一家嘗試划艇一起開往水深之處去冒險。對天蕊和天行成長中是一個
又新又冒險的旅程，啟發他們對外界的好奇，發現自己恐懼和面對挑戰的一面。因
古語有云：｢欺山莫欺水｣，所以一定以安全為上。過程中一起面對在海中的挑戰。
看見天蕊和天行在旅程中面對未知情況下有害怕，但同時又帶著興奮的心情，事後
回憶可以豐富和能一同經歷，比起完成一件來得更有價值。往後天蕊愛上了海上活
動，在海上寧靜看風景，感受海浪的衝擊，看見在過程中天蕊投入在冒險的旅程中，
學習融入大自然之中。由害怕到投入，是能除去她的恐懼因她知道的背後那份安全
感，安全感當然信爸爸我可以保護她，我安全感信天父保護我們，就這樣一起面對
未知的挑戰。每一個生活環節也是冒險的旅程，不斷認識自己，發現自己，同時不
斷挑戰我們勇氣。 

沙田堂現在重新踏上新的旅程，我稱之為購堂之旅（刪下千文字的解釋）。當中
感受就像開住水深之處去冒險一樣，領袖們前期用心預備和計劃，面對不少的挑戰，
面對未知數，成為我們不安，如可以發展空間幾大，肢體會否一起參與，籌款足夠
嗎等等很多的憂慮，有參考和實際的計劃，總有一方讓人安心。就如出海前也做好
事前功夫，了解當天的天氣，行程和要什麼裝備一樣。參與在其中的每個人的能力
不一，有好多未知數，但重要是一起同行和參與，面對挑戰時互相配合，一起面對。
因開往水深之處時，不是人可以預計，因為天有不測之風雲，當坐在同一條艇上，
不能獨善其生，在汪洋大海中，各人也得學習一同
合力面對迎來的風浪。既然是未知只能用信心繼續
向前行，信心建立在同艇的人身上，同時放在信靠
的天父之中。回想當天我和天蕊在海中心，突然見
到好多大船和快艇由遠至近經過，之後發生就是大
浪將至，大家共同面對大浪，心裡總有害怕，卻不
能逃避，需要面對，當第一個浪來到，當時我好擔
心她害怕，天蕊卻是興奮迎接挑戰。在同一條艇面
未知挑戰，有人害怕有人興奮，一起面對挑戰才是
最重要，一同經歷高低起跌。 

最後是沙田堂在購堂好似往開水深處時，面對未知數很多，我們信靠誰，影響
我們如何看這個旅程，我們得信同船的弟兄姊妹，也更信耶穌帶領，懷著有不安又
有興奮的心情，一起捉緊彼此同樂同哭面對挑戰，經歷這個旅程。我們可能會有小
信的時候，就如門徒見到風浪大了，就急忙尋找耶穌，在沙田堂這件大事中，我們
不論有不安或有興奮我們同樣尋找耶穌，求主在購堂中帶領我們，讓我們參與在其
中，在冒險旅程中學習神要我們成長地方，同一見證主繼續帶領沙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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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麗兒 



 

 

          聖 餐 主 日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李皓昕 / 盧俊傑 / 劉鈴莉 

 

兒童聖餐 (週日午堂)                 王桂芳牧師 

 

讀  經                            詩 139:1-24 

 

宣  道                             生命在於祢！ 

 

講 員                     佘健誠牧師 

 

奉  獻                           展開清晨的翅膀 

 

聖 餐 (週六午堂/週日早堂)     王桂芳牧師 / 佘健誠牧師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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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襄禮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9/10 

午堂 
李皓昕 

佘健誠 
牧師 

生命在 
於祢！ 
(詩 139: 
1-24) 

呂彩嫺 

王桂芳 沙奮區 CWAN 組 沈沛 

呂彩嫺 謝駿麒 文永發 杜穗菁 朱銘珊 

10/10 

早堂 
盧俊傑 鄭詠怡 

佘健誠 
羅淑卿 黎燕妮 

梁瑞芬 
李偉禾 

鄭詠怡 羅偉真 李仕波 張敏儀 李國恩 

午堂 劉鈴莉 謝駿麒 

王桂芳 

沙龍區 

何錦昌 

鄭嘉慧 謝駿麒 
莫苑萍 

藍銳凌 甄國文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購堂專訊 
我們既是沙田堂的人，深願大家一起參與上帝在教會的工作，透過關心、奉獻和代禱，經歷主的大能，
同在和恩典！ 

(一)認獻情況：在弟兄姊妹多年的努力下，我們已去到目標的 74%，餘下的 26% 就看我們了。                                                        
網上奉獻： 

                             
(二)奉獻：教會購堂認獻方法： 

可取實體取認獻表格外，更可以網上填表： 
https://bit.ly/3zcHoS9 

(三)代禱：1.合一 
大家同心合意，彼此和睦，不分贊成或不贊成購堂的，彼此明白對方立場，放下憂慮，在主
愛裡無論什麼能彼此分享，一起為主的教會達成這項挑戰來見證主。 
2.合神心意 
求主使我們有信心，不論能購得多大面積的地方，大家不求自己意思，總要是要合神心意，
操練順服的功課，求主給我們印證。 
3.合主使用 
求主賜下聰明智慧，懂得好好地運用這地方，無私的為主建立更多生命，叫人在主愛裡成
長，並去榮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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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 
午堂 

高輝文 

梁國全傳道 
上主是我 
堅固保障 

(撒上 8:1-9) 

鄭詠怡 

沙少區錦儀組 陳錦儀 

陳俊楠 胡喬茵 陳淑彥 

17/10 
早堂 

鄭嘉慧 呂彩嫺 

陳瑪莉 李仕波 
羅合群 

羅偉真 

陳偉業 劉詠儀 梁秀英 

午堂 司徒麗燕 鄭詠怡 沙旺區拉高組 

何錦培 

林煒菁 李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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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日）沙苗小天地終於恢復聚會了，凡 1.5 歲至 3 歲（未入讀幼稚園）的小
朋友，都可以報名參加，名額只得 8 位。一位小朋友可以有一位家長陪同一齊活
動，但家長必須要協助收拾及消毒清潔場地。每逢星期一下午六時開始接受網上
報名，請留意沙田堂 Facebook 公佈。 

3. 2022 年沙田堂堂委選舉初步候選人邀請信已寄出，請收到邀請信的弟兄姊妹禱告
考慮，無論答應與否，請 17/10(日)前回覆，郵寄/傳真 26373800/WhatsApp: 
90148353 傳回辦公室，願我們一起關心教會的需要。 

https://bit.ly/3zcHoS9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我在這(國語) 

曲、詞：Welyar Kauntu 中文譯：台北靈糧堂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我在這 是因祢恩典 我在這 是因祢慈愛 

主耶穌 我如此感恩 都因祢豐盛恩典 (X2) 

副歌：感謝耶穌 耶穌 耶穌 感謝耶穌 

只因著祢恩典 使我能為祢活 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主祢本為大 
詞、曲：Steve McEwan版權屬Maranatha! Music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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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knows my name 
Songs and Lyrics by Tommy Walker Copyright by Maranatha! Music 

1.I have a Maker He formed my heart 
Before even time began My life was in his hands 

Chorus：He knows my name He knows my every thought 
He sees each tear that falls and He hears me when I call 

2.I have a Father He calls me His own 
He’ll never leave me No matter where I go 

此生順服 
曲、詞：清泉 

還在母腹那時 祢已把我看顧 能往哪裡方可逃避祢靈 仍無法躲避祢的愛 

尋遍世間珍寶 剩下苦澀倦容 唯有祢永不改慈愛引導 勝過所有 

副歌：順服於祢腳前 才能勢力甘願拋棄 唯獨是祢 我一生所愛 我至寶 

願我此生此世剩下呼吸心跳屬於祢 年月共祢 歷經生死 無可媲美 

*四面受敵也可歡喜 心裡作難仍可頌讚 至暫至輕的苦楚與將來榮耀怎可相比 

我如浮塵瞬間消散 短暫歲月誰可掌控 晝夜裡數算我的分秒 全在祢手裡* 

展開清晨的翅膀 
曲、經文摘編：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耶和華 祢已經鑒察了我 我坐下我起來 祢都已曉得 

我行路 我躺臥 祢都細察 祢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我舌頭上的話 祢沒有一句不知道 祢在我前後環繞著我 按手在我身上 

這樣的奇妙 是我不能測透 祢的至高祢的尊貴 是我永遠不能所及 

副歌：我可以往哪裡去躲避祢的靈 我可以往哪裡去逃 可躲避祢的面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地極 就在那裡 祢的雙手也必引導我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主信實無變 

詞、曲：陳鎮華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慈愛主信實無變 在每天清晨 主愛已彰顯 
慈愛主信實無變 沒有分陰晴 主愛勵勉 

2.慈愛主信實無變 日影西斜 主愛更溫暖 
慈愛主信實無變 沒有分冬暖 主愛復眷 
副：愛慕到達主跟前 渴慕救主引牽 

困苦 壓逼 憂心 掛念 神愛眷必不停斷 神愛眷終不改變 

因祂活著 
曲：William J. “Bill” Gaither、Gloria Ga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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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許可 
曲：吉中鳴 詞：唐桂成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挫折有祢許可 要讓祝福漫過 至死痛楚要將生命加多 
祢破碎我一切 卻換上更多恩惠 榮耀路徑必有淚涕 

副歌：誰肯放棄自救 才將救恩識透 葡萄被壓才得釋放釀出新酒 
人生到了絕處 才知道愛的深處 才能盛載神恩豐滿傾注 

主給我子女名份 
曲：John Laudon 詞：鄧惠欣 版權屬匠心唱片製作有限公司所有 

耶和華是創造天與海 迄立渡萬世代 
耶和華是我王不變改 早晚顧念同在 

1.罪裏捆綁可得釋放 痛悔有依傍 
冤屈可得申訴 眼目明亮見曙光 

2.遇上禍患可得拯救 欠缺可得眷顧佑 
孤寡可得安慰 破蹩提步遠處走 

副歌：HALLELUJAH 我稱頌 祢愛我比海深 
HALLELUJAH 讚基督救恩 主給我子女名份(主給我榮耀救恩) 

展開清晨的翅膀 
曲、經文摘編：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耶和華 祢已經鑒察了我 我坐下我起來 祢都已曉得 
我行路 我躺臥 祢都細察 祢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我舌頭上的話 祢沒有一句不知道 祢在我前後環繞著我 按手在我身上 
這樣的奇妙 是我不能測透 祢的至高祢的尊貴 是我永遠不能所及 
副歌：我可以往哪裡去躲避祢的靈 我可以往哪裡去逃 可躲避祢的面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地極 就在那裡 祢的雙手也必引導我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認識祢真好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洪啟元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如同朝露中的小草 藍天中的小鳥 我整顆心被幸福圍繞 

哦 我慈愛的天父 認識祢真好 祢賜的福份 別處找不著 

(祢使我拋開一切煩惱 喜樂充滿在心頭燃燒) 

副歌：認識祢真好 認識祢真好 今生今世 我不再尋找 

哦 主啊 認識祢真好 認識祢真好 只願分分秒秒 在祢慈愛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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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愛你 
曲、詞：林良真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耶穌愛我(副歌) 
曲：William B. Bradbury 詞：Anna Bartlett Warner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有聖經告訴我 

親眼看見祢 
曲、詞：鄧淑儀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有祢 我生命不一樣 有祢 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 我不害怕困難 有祢 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 深處裏求告祢 祢在 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 我堅固避難所 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副歌：太陽還存 月亮還在 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 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相信有愛就有奇蹟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黑夜將過去 未來不再遲疑 牽起我的手 祢給我勇氣 

曙光漸顯明 點亮前方路 我展翅高飛 祢給我信心 

只要相信 相信就有奇蹟 揮動信心的翅膀 隨著夢想起飛 

副歌：相信有愛 就有奇蹟 不輕言放棄 

只要打開眼睛 手牽手一起 就不孤寂 

相信有愛 就有奇蹟 雖然逆著風 祢給我勇氣 飛往那佳美之地 

*只要相信 相信就有奇蹟 揮動信心的翅膀 隨著夢想起飛* 

展開清晨的翅膀 
曲、經文摘編：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耶和華 祢已經鑒察了我 我坐下我起來 祢都已曉得 

我行路 我躺臥 祢都細察 祢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我舌頭上的話 祢沒有一句不知道 祢在我前後環繞著我 按手在我身上 

這樣的奇妙 是我不能測透 祢的至高祢的尊貴 是我永遠不能所及 

副歌：我可以往哪裡去躲避祢的靈 我可以往哪裡去逃 可躲避祢的面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地極 就在那裡 祢的雙手也必引導我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十月九日、十日 

講員：佘健誠牧師 

講題：生命在於祢！ 

經文： ）聖經新譯本（24-139:1詩  

1. 耶和華啊！你鑒察了我，你認識我。 

2. 我坐下，我起來，你都知道；你在遠處就明白我的意念。 

3. 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我的一切行為，你都熟悉。 

4. 耶和華啊！我的舌頭還沒有發言，你已經完全知道了。 

5. 你在我前後圍繞著我，你的手按在我身上。 

6. 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理解的；高超，是我不能達到的。 

7. 我到哪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裡去逃避你的面呢？ 

8. 如果我升到天上，你在那裡；如果我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 

9. 如果我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的極處居住， 

10. 就是在那裡，你的手仍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11. 如果我說：「願黑暗遮蓋我，願我周圍的亮光變成黑夜。」 

12. 但對你來說，黑暗也不算是黑暗，黑夜必如同白晝一樣發亮，
黑暗和光明，在你看來都是一樣的。 

13. 我的臟腑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 

14. 我要稱謝你，因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
深深知道的。 

15. 我在隱密處被造，在地的深處被塑造，那時，我的形體不能向
你隱藏。 

16. 我未成形的身體，你的眼睛早已看見；為我所定的日子，我還
未度過一日，都完全記在你的冊上了。 

17. 神啊！你的意念對我多麼珍貴，數目何等眾多。 

18. 如果我數點，它們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時候，仍然與你同在。 

19. 神啊！甚願你殺戮惡人；你們流人血的啊，離開我去吧！ 

20. 他們惡意說話頂撞你，你的仇敵妄稱你的名。 

21. 耶和華啊！恨惡你的，我怎能不恨惡他們呢？起來攻擊你的，
我怎能不厭惡他們呢？ 

22. 我極度恨惡他們，把他們視為我的仇敵。 

23.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驗我，知道我的意念。 

24. 看看我裡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恆的道路。 

 

 

 



 

 

本論： 

1. 上主與我們的關係（詩 139:1-18） 

2. 我們的回應（詩 139:19-24） 

3. 總結 

 

 

 

反思問題： 

1. 為何上主這麼認識和深愛我們？原因何在？ 

2. 我們如何回應上主對我們的關愛？請分享。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月九日、十日 

講題： 生命在於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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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教會，主激勵弟兄姊妹更多為自己、為家庭、為教會、為校

園/職場為主的國度等擺上祈禱，並求主賜下信息指引他們的方向。讓
教會一起經歷「恆切禱告，進入復興」。 

2. 求主復興教會，開啟我們屬靈的眼目，提升我們屬靈的能力，洞察 
在這末後的日子裡，當作什麼來回應上帝的心意和呼召！求主賜我 
們信心和勇氣去完成！ 

3. 求主賜福每一個家庭，充滿主愛和恩典，更多一起禱告，分享主道，經
歷主的信實，並求主賜智慧和信心給家長作為榜樣，成為生命師傅，以
基督的真理教導兒女行進主的道路中，並塑造他們有主的品格和生命，
成為主的門徒！ 

4. 求主帶領購堂的認獻行動，求主激勵弟兄姊妹參與，一起經歷主的同在
和大能。 

博康幼稚園： 
 十月開始就接受 2022-2023 年度 K1 新生入學報名了，請為她們禱告，

將一切交託給天父上帝！她們的目標人數是 44 名全日班及 22 名半日
班，求主預備。 

李偉良韓昱家庭： 
1. 但以理國際中學：求主預備合適的招標公司、泰籍的校長、會計、建築

團隊需要有當地有經驗的建築師。求主幫助，教育局能盡快批出學校的
名稱：Daniel International School 

2. 家人：蘅會在泰國住兩個月，能與家人有美好的生活，求主為他預備合
適的大學就讀；珵已在英國就讀待二年級，求主激勵兒女多與石昱聯
繫，有美好的關係。石的爸爸初患柏金遜症，求主醫治。 

但以理國際中學： 
1. 他們下星期二要從剩下的兩間公司中選定承建商。求主給他們智慧，引

領他們做出合主心意的選擇。 
2. 他們仍然在尋找 a.泰國人校長 b.會計 
3. 香港的義務工程總監因兩地防疫措施嚴格而不便奔走，求主開路。 
4. 感謝神校名 Daniel International School 已獲批准使用。哈小也加入建校，

在工程、行政和對外宣傳方面都幫忙很多。 
哈小家庭： 
 求主使泰國的疫情減退，讓孩子們能回校上課。求主賜德哈小悟性，適

應這裡的事奉環境。求主供應好老師，讓他們能提升泰文水平。 
肢體： 
 沙勉區麥仲衡弟兄(肥勤的爸爸)的喪禮於 16/10 舉行，求主藉禮儀、牧

者和弟兄姊妹的關懷，安慰家人，賜他們平安的心，有主的盼望和經歷
主恩。 

香港： 

 請為特首的施政報告的討論和實施代禱，能更有效地祝福香港，關懷市
民的需要。 

世界： 

 請為各地疫情能緩和代禱，求主幫助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有美好的果效。 



 

沙田堂第四季裝備站課程 

SL119原生家庭的醫治  
主    辦：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協  辦：以利亞使團 

日  期：5/11-17/12（逢週五，共 7堂） 

時  間：晚上 7:45-9:45 

地  點：幼稚園禮堂/視像上課/看錄播 

導  師：劉世增牧師和以利亞使團的同工 

課程目的：在心靈醫治的角度上，處理從原生家庭帶來的傷害與捆綁， 

並重建健康的家庭生活 

課程特色：1. 聖經教導 - 整合聖經中有關原生家庭的傷害， 

從而找出重建健康家庭的原則 

          2. 禱告服侍 - 按當日主題，進行禱告服侍 

課程大綱： 

日期 主題 內容 

5/11 
聖經中原生家庭的 

傷害與醫治 
從聖經認識原生家庭得著醫治的原則 

12/11 
由機能失調家庭到健

康家庭 

1. 認識建構健康家庭的要素 

2. 認識機能失調家庭 

3. 意識和面對自己家庭的實況 

19/11 
原生家庭的創傷 

與醫治 

1. 認識家庭創傷的來源及影響 

2. 實踐得醫治及重建的方向 

26/11 與父親關係的醫治 
1. 認識與父親不健康的關係帶來的傷害 

2. 從父親過嚴或缺席教養中得醫治 

3/12 與母親關係的醫治 
1. 認識與母親不健康的關係帶來的傷害 

2. 從母親操控型的愛中得醫治 

10/12 
與兄弟姊妹關係 

的醫治 
認識兄弟姊妹之間的傷害與醫治 

17/12 分享‧祈禱 

對  象：渴慕生命更新、建立健康家庭的弟兄姊妹                 

費  用：個人＄350，夫婦同行＄600        (費用更新) 

參考書籍（請自行購買）：《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劉世增著， 

以利亞使團，2009年 12月初版   網上報名： 

截止日期：31/10（日） 

報名：實體或網上報名    查詢：王桂芳牧師   

 

 

 

 
  網址：https://bit.ly/2XvOaoM 

NEW 

https://bit.ly/2XvOaoM


 

 

十二先知書選讀  
以色列國曾經歷一段幾百年的幽暗歲月，國家分裂、上下崩壞、南北兩國先後亡

國被擄，以及艱苦重建。期間，上主一直同在，不斷差遣先知在子民中間宣講上

主的道。本課程在十二先知書中選出四卷書，與大家一起研讀，願激勵當日以色

列人的靈，今日加倍激勵我們！ 

 

日  期：24/10-5/12（逢週日）                        網上報名： 

時  間：下午 2:00-3:30 

地  點：網上授課 / 看錄播 

導  師：路得牧師 

費  用：$100（成人），學生及長者：$50 

截止日期：17/10（日） 

報名：實體或網上報名 

 

課程大綱： 

日期 書卷 內容 

24/10 約珥書 子民的背約與上主的補還 

7/11 阿摩司書 北國的腐敗與上主的更新 

28/11 彌迦書 南國的崩壞與上主的應許 

5/12 哈該書 眼前的艱苦與上主的調校 
 

 
 
 
 
 
 
 
 
 
 
 
 
 
 
 
 
 
 
 
 
 
 
 
 
 
 
 
 
 
 
 

網址：https://bit.ly/2XJl8CC 

https://bit.ly/2XJl8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