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日、三日 
     週六午堂：4:30pm(幼稚園) / 週日早堂：9:00am(幼稚園) / 週日午堂：11:00am(沙田培英中學) 

   崇拜直播：星期六 4:30pm 崇拜重溫：由星期六晚上直至下星期二早上十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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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主任封面文章           政教分離                 佘健誠牧師                                                                                    
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先鋒馬丁路德提出「政教分離」後，這理論對基督

新教／更正教和西方社會影響極深，直到現今。美國是第一個在憲法中明確
規定政教分離的國家，在主後 1791 年起實施《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明文
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設立國教或禁止之宗教自由之法律」。而主後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後，法國通過的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亦包括政教分離，但這
宣言直至主後 1905 年才完成實行，把宗教從公共領域中移出。至於基督新教
／更正教都一直持守這個理論，強調或提倡教會不應「政教合一」，應該是「政
教分離」，但自 2014 年社會運動之後，許多教會開始重新反思或理解甚麼是
「政教分離」？「政教分離」是不是等於教會不可過問政治，包括：不理會，
不干預，不批評及不能反對政府提出的施政？而「政教分離」是不是又等於
教會在聚會之中（崇拜、小組或團契和專題講座等），不可教導、宣講、談論
或討論有關「政治或社會」的課題？當然有些牧者、領袖和信徒擔心若教會
談論政治，會帶來很多的爭論、分化和不和，甚至會破壞信徒之間的和諧關
係，但當教會要履行聖經的教訓，在地上實踐上主的慈愛和公義，成為明亮
的燈台，驅趕黑暗，照耀世界，便要面對這些困難和挑戰，否則，教會不能做
到主禱文所講「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六 10） 

「政教分離」英文是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指的是國家的政權與
教會的權力分離／分割／拆開。其意思是指教會不應進入國家的政治架構，
追求政治上的權力，而不是指教會只專注屬靈的事情，不理會、不關心、不批
評和不反對政治或社會的事情。昔日馬丁路德提出「政教分離」是的原因或
目的，為了扭轉一千年來「政教合一」所帶來國家與教會的種種鬥爭和腐敗。
早於主後第三世紀，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將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教會就開始
支持和配合執政者的施政，漸漸失去屬靈權柄及活力，最終為政治所控制，
但後來教會的權力漸漸強大，倒轉來教會開始干預國家的施政，甚至皇帝的
廢立，教會都有高度的影響力，因此，歷年執政者和教皇不時有明爭暗鬥的
情況出現，再者，因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家，從前被人迫害，現在勢力強
大，有很多人因討好教會或利用教會得到好處而紛紛加入教會，成為信徒，
甚至成為教會領袖，這樣，令信徒及領袖的質素參差，也成為日後教會腐敗
的原因。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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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穎頤宣教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 
      沙綠區) 

行政助理： 李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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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翰 



 

當時馬丁路德引用路二十 20-26「兩個國度」來支持這個理論。聖經說：「於
是窺探耶穌，打發奸細裝作好人，要在他的話上得把柄，好將他交在巡撫的
政權之下。奸細就問耶穌說：夫子，我們曉得你所講所傳都是正道，也不取
人的外貌，乃是誠誠實實傳神的道。我們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耶穌看
出他們的詭詐，就對他們說：拿一個銀錢來給我看。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
們說：是該撒的。耶穌說：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他
們當著百姓，在這話上得不著把柄，又希奇他的應對，就閉口無言了。」（路
二十 20-26）馬丁路德認為主耶穌回答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
歸給神。」（路二十 25）是呈現「兩個國度」，就是上主／教會的國度和地上
政權的國度，這兩個國度都屬於上主，由上主掌管的，但這兩個國度不論功
能和治理領袖都不同，故他們（政教或政府和教會）是沒有從屬關係，那就互
不相干，互不支配，因此，教會不應追求或擁有政治權力，政府對教會事務亦
無權干預，換言之，彼此河水不犯井水，謂之「政教分離」。 

其實在主耶穌的回答中，雖然肯定信徒給該撒（政府）納稅一事，但不代
表該撒（政府／地上政權）是上主在世上的「全權代理人」，上主只容許該撒
（政府／地上政權）有限制的權柄，上主是不容許該撒（政府／地上政權）去
侵犯上主的事，「神的物當歸給神」就有這個含義或意思，另一方面，信徒在
地上應該向政府納稅和遵行地上的法律，但信徒終極順服的對象，不是地上
的政權或政府，而是上主，當兩者有矛盾和衝突時，信徒理應跟隨上主而行。
但很可惜，不論由古至今的地上政權，尤其是極端的政權，嘗試用盡不同的
方法或手段來控制或利用宗教，而達至他們的政治目的。當然有些教會也嘗
試利用政權或某些政黨來達致他們宗教和道德上的目的。但無論如何，從聖
經的教導，讓我們知道地上的政權是不可以侵犯上主的事，但上主在歷史中
經常干預地上的事情，包括廢立地上的君王，如：上主命先知亞希雅把新衣
撕成十二塊，把十塊給所羅門王的臣僕耶羅波安，並鼓勵他作出叛變。（王上
十一 29-40）；又如上主差遣以利亞往大馬色去，膏哈薛作亞蘭王，膏寧示的
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並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你。
（王上十九 15-17） 

「神的物當歸給神」給我們看見教會是上主在地上的代表，教會必須在
地上執行上主給他們的任務，這任務包括「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
你的神同行。」（彌六 8）也正如主耶穌所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
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太五 14-15）但主耶穌也說：「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約一 5）
故此，教會必須有一個心理準備，就是當教會在地上遵守上主的話語時，必
定與地上的政權或政府造成一定的張力、壓力和衝突，除非地上的政權或政
府是按著上主的心意來施政。無論如何，「政教分離」只建議教會不應在政治
或政府的架構上追求政治的權力，但教會或信徒理應關心政治或社會的事情，
並積極參與社區的服侍，並盼望天國臨到人間，就是「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 10） 

 
（全文完） 

 
 
 
 
 
 
 



 

          崇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鄧穎頤 / 鄭嘉慧 / 黎雪釵 

 

讀  經                               詩 46 

 

宣  道                      各盡其職與同心合意的事奉 

         

講 員                       袁海柏執事 

 

回  應              連於元首 /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 從心合一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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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2/7 
午堂 

鄧穎頤 

袁海柏 
執事 

各盡其職與同心

合意的事奉 

(徒 6:1-7) 

鄭嘉慧 沙 TY 區 

黎碧筠 

譚兆恒 黃國誠 

3/7 
早堂 

鄭嘉慧 呂彩嫺 

李仕波 羅合群 

莫穗梅 
林德瑩 

黎燕妮 梁秀英 吳泳霞 

午堂 黎雪釵 鄭詠怡 

李溢豪 陳愛玉 

李鳳蘭 
何錦培 

林峻廷 江樹棠 朱慕賢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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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午堂 

陳上言 

佘健誠 
牧師 

信徒不可迴

避的課題—

—政教關係 

(路 

20:20-26) 

呂彩嫺 
佘健誠 

沙 TY 區 
黎碧筠 

鄭嘉慧 鄧穎頤 譚兆恒 黃國誠 

10/7 
早堂 

陳文豪 鄭詠怡 
王桂芳 

李仕波 羅合群

陳連志 
羅偉真 

呂彩嫺 羅偉真 陳偉業 張敏儀 黃麗𣶼 

午堂 胡頴怡 鄧穎頤 

佘健誠 

沙旺區 

伍恩君 

鄭嘉慧 鄧穎頤 

林偉漢 
黃素心 甄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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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袁海柏執事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

願主親自報答。 

3. 下星期六，日是聖餐主日，而週日午堂的聖餐在敬拜後舉行，

請各家長先攜帶子女參與敬拜和聖餐後才往二樓參與沙苗區聚

會，並請弟兄姊妹預備心靈，記念主恩。 

4. 本堂鄧穎頤宣教師以個人理由向本堂請辭，經執事會及堂委會

了解和詳談後，通過和接納她的申請，她的離職日期：2022 年

８月８日，謹代表教會多謝鄧宣教師過去在本堂的服侍，願主

祝福她面前的方向和生活。 

5. 佘健誠牧師於 3/7（日）前往香港基督徒聚會中心旺角堂崇拜證

道，不在本堂，請記念。 

6. 弟兄姊妹現可透過網上轉賬/轉數快/ATM 轉賬等方法奉獻，完

成轉賬後，請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教會，如教會沒有收到通

知，會以無名氏入賬，詳情請到以下網址查閱：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沙田堂第三季裝備站課程 

TH101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                                          網上報名 : 

日期：31/7、7/8/2022(逢星期日)                    

時間：下午 12:45-2:45                                

地點：沙田培英中學二樓 206室 

對象：凡擬申請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費用：免費   

截止日期：24/7/2022（主日）                        https://bit.ly/3sVbpph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１ 31/7 佘健誠 認識教會  

２ 7/8 佘健誠 認識聖禮 

交得救見證 

洗禮申請表 

會友誓章 

 待定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25/12  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資格或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及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和完成信徒生活課程，申請轉會禮者除外。 

4. 必須經組長確認資格及推薦，若沒有小組者，亦需得牧者確認資格及推薦。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堂授課時間：2小時） 

2. 這兩堂必須完全出席（包括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3. 要完成指定的功課，如得救見證等 

 

 

 

 

25/12 
聖誕節正日 
洗禮 

https://bit.ly/3sVbpph


 

 

 

 

 

 

 

 

 

 

 

 

 

 

 

 

信仰上的堡壘 : 

疫情之後的信仰、宗教、極端、異端和邪教 

疫情改變了一切。不論是在政治方面、宗教信仰上的實踐，或是連結；都出現許多挑戰和

問題。同時，許多教派或異端邪教不斷吸引更多「迷失」的群羊。未來要面對的挑戰，不

是只限於某個區域，更是全球性。此課程嘗試幫助我們如何認知面對的挑戰，建立起「健

康」的全人生活的習慣。                   

*腓立比書一章 10節;以弗所書 4章 14節       網上報名： 

導師：陳弟兄                        

日期： 9、16、23、30/8/2022（逢星期二）   

時間：晚上 8:00-9:30/10:00[每次一小時半至二小時，共四次]  

方式：會用 https://meet.jit.si此網絡的軟件         

   (在電腦或手機上:不需安裝,不需註冊)。[老師會發出連接的網址和密碼]  

學員要求：完成老師要求的功課，上課期間全程打開視像 

費用：$20 

截止日期：31/7（日） 

日期 老師內容  學生功課  其他  

9/8 疫情下的全球化信仰  疫情下的信仰心路歷程 

(口述 1 至 3分鐘).  

在上第一堂課前預備  

16/8 數碼化下的異端邪教  我是如何分辨出對方是異端  老師會在課堂交待細節。  

23/8 從極端到異端的特徵  我所知道的信仰上面對的問題  

30/8 建立健康的信仰生活  我的信仰成長路程的挑戰  
 

https://bit.ly/3NsH4pw 

https://bit.ly/3NsH4pw


 

香港回歸 25 周年，願我們同心守望：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呼籲主內同道為香港守望祈禱：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祢將祢的榮耀彰顯於天。祢因敵人

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回望過去的歷史，香港本是寂寂無名的小島，卻享有「東方之珠」的美譽。曾

經滄海：被佔據、瘟疫肆虐、難民湧入、本土議題的爭論 、信心危機引發移民浪

潮。然而，祢一直關愛這小島並其上生活的人。縱然經歷風高浪急，島上的居民相

對仍享有安穩、自由與尊嚴的生活，這實在是祢的恩典，為此我們感謝上主！  

厚賜百物與恩賜的上主，祢從沒有吝嗇祢的恩典，常以美物善待這小島的居民。

雖然當前面對不容易的處境，且有百般的挑戰，但無論這小島在升高，還是在降卑，

我們還是要感恩和喜樂，因祢仍在掌管。  

掌管萬有的上主，祢讓香港回歸祖國，在其中必定有祢美善的旨意。無論往後

的日子如何，是陰是晴，是風還是雨，願祢的旨意成就，願祢的國度彰顯。在面對

關係撕裂、經濟困難、政治環境諸多轉變的日子，讓我們藉主耶穌基督的救贖，重

建信任，修補裂痕，眾人彼此和睦共處，關愛鄰舍與弱小。又願上主賞賜島上居民，

有仁愛、公義、正直與喜樂的靈，活出光明的人性，讓這小島再現和平、朝氣與盼

望，繼續向前。  

願上主賜福香港，賜福祖國，賜福眾居民。又願世界和平，國泰民安，眾人安

居樂業，榮歸三一上主。願基督快來！誠心所願！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This is Amazing Grace 這是奇妙恩典 

Song and Lyrics by Jeremy Riddle、Josh Farro、Phil Wickham Publisher by Bethel Music 

1.Who breaks the power of sin and darkness 
Whose love is mighty and so much stronger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2.Who shakes the whole earth with holy thunder 
Who leaves us breathless in awe and wonder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Chorus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unfailing love 
That You would take my place, That You would bear my cross 

You would lay down Your life That I would be set free 
Jesus, I sing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me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me) 
3. Who brings our chaos back into order 

Who makes the orphan a son and daughter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4.Who rules the nations with truth and justice 
Shines like the sun in all of its brilliance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Worthy is the Lamb who was slain 

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ed the grave(X3) 
Worthy is the Lamb who was slain 

Worthy Worthy Worthy** 

1.誰破除黑暗 罪惡的權勢 
誰愛的大能 遠勝過一切 
榮耀的君王 萬王之王耶穌 

2.誰以雷聲來 震動這世界 
誰令人讚歎 祂奇妙作為 
榮耀的君王 萬王之王耶穌 

副歌：這是奇妙恩典 祢不失敗的愛 
祢竟會代替我 為我承擔十架 
捨下祢的生命 釋放我得自由 
耶穌我宣揚 祢所做的一切 
(祢所做的一切) 

3.誰把我混亂 帶回到秩序 
誰使這孤兒 成為神兒女 
榮耀的君王 萬王之王耶穌 

4.以真理公義 祢掌管列國 
在一切事上 如明光照耀 
榮耀的君王 萬王之王耶穌 

**被殺的羔羊 祢配得 
勝過墳墓的君王 祢配得(X3) 
被殺的羔羊 祢配得 
配得 配得 祢是配得** 

耶穌耶穌 
詞、曲：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喔耶穌 聖潔的救贖主 耶穌 耶穌 豐富賞賜者 
耶穌喔耶穌 至高的得勝者 耶穌 耶穌 全能醫治主 

副歌：讓凡有氣息都說 聖哉 聖哉 聖哉 祢是昔在永在的全能主 永不改變 

讓凡有氣息都說 聖哉 聖哉 聖哉 唯有祢是配得一切榮耀 尊貴和頌讚 

寶貝聖靈 
曲：楊芷瑩 詞：方文聰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1.不屬腦袋的認知 不會被約制 單單信便被開啟 主聖靈 
無人及這保惠師 保護著你我 不分早與夜 安慰 

2.不屬眼睛的捕捉 不會被控制 單單信便被祝福 主聖靈 
無人及這保惠師 保護著你我 不分早與夜 安慰 

副歌：聖靈 藏在我心 光照你僕人 教導我明辨真理 
聖靈 留在我心 指引我一生 

聖靈 常在我心 充滿你僕人 寶貝是主你的靈 於這瓦器 

連於元首 
曲、詞：DJS 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新祢呈敬拜隊所有 

心 承認有一位救主 從罪裡爭戰得勝 並建設永生的國度 
權柄能力與尊貴榮耀 全屬祢寶貴耶穌 唯一的救贖在國度裡升高 

副歌：連於國度元首基督 全身各盡其職奉獻 
羊羔已被呈獻 贏得聖殿重建 行走窄路勇往直前 

連於國度元首基督 持守盼望同心合意 
城邑會被遺棄 時空會被忘記 耶穌國度永遠確立*(連於國度元首) 

**務要同心服侍 定意委身立志 
同懷著主心意 蒙主恩賜 崇拜沒有終止**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祢是我神 

詞、曲：方家明 版權屬高接觸有限公司所有 

我一生甘心居於祢裡面 唯有祢永遠也不改變 

容讓我心熱切呼喚救主千百遍 直到那日再見祢的面 

副歌：祢是我神 祢是我王 祢最清楚知道我心 

祢是我神 祢是我王 我要天天緊靠著祢 

願將真心奉獻 如雲彩飄到祢面前 現將更新的我呈獻給祢 

祢的信實廣大 
曲：Thomas O. Chisholm 詞：William M. Runyan 中文譯：劉福群、何統雄 版權屬新心音樂事工所有 

1.祢的信實廣大 我神我天父 在祢永遠沒有轉動影兒 

永不改變 父神每天施憐憫 無始無終上主 施恩不盡 

2.春夏秋冬四季 有栽種收成 日月星晨時刻運轉不停 

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宰 述記天父豐盛 信實 慈愛 

3.祢赦免我罪過 賜永遠安寧 祢常與我同在 安慰引領 

求賜今天力量 明天的盼望 從天降下恩典 福樂無窮 

副：祢的信實廣大 祢的信實廣大 清晨復清晨 更經歷新恩 

我所需要祢恩手豐富預備 祢的信實廣大 顯在我身 

呼求耶穌 
曲、詞：魏進良 版權屬 Oneway Music 所有 

求主加倍充滿我心 求主加倍釋放生命 

願祢復興來臨 燃燒靈魂 來讓我多一點愛火 

求主加倍充滿我心 求主加倍釋放生命 

為祢盡得靈魂 興起全民 投入祢國度全心獻 

祈求主 讓我心更愛靈魂 成就祢的心意 令我更堅穩 

祈求主 讓我可作祢僕人 燃盡我的所有 求主愛盛載 

副歌：呼求耶穌 呼求耶穌 請再度熾熱我 在靈裡宣告 

呼求耶穌 呼求耶穌 請祢用愛 來充滿我心 

**請祢 釋放 豐富 我裏面情義 

請祢 釋放 豐富 我裏面情義 去愛**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詩集：培靈詩選，282 版權屬港九培靈研經會有限公司所有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一群充滿讚美的子民 

他們要靠我靈來往此地 並要榮耀我寶貴的名 

副歌：主啊 興起 建立教會 使我們靠祢堅固 

成為合一 祢的肢體 在祢愛子的國度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願祢公義降臨 

曲、詞：方文聰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神求祢喜悅 我們的敬拜 獻上誠實公義正直的心 

願我們行事為人 對得起主祢 作祢看為義的子民 

副歌：唯願祢公義 如滔滔江河 公平 如大水滾滾 

神又豈止於聖殿中 祂憐恤 受壓的人 主帳幕在人間(願祢公義降臨) 

祢的國 祢的義 祢公義降臨(x3) 

只見耶穌 
曲、詞：三吉 版權屬 Red Sea Music 所有 

不見一人 只見耶穌 屬世的煎熬 漸已看不到 

不要他人 只要耶穌 沿著這天路 獨向祢傾訴 

副歌：如果今天我軟弱 面對衝擊沒沉著 求主保守我不至被仇敵擄掠 

世界只想將我目光 逐寸逐寸離開祢 我要再次儆醒仰望 

[耶穌耶穌耶穌 耶穌耶穌耶穌 祢是王 我盼望 

耶穌耶穌耶穌 耶穌耶穌耶穌 祢是神 我愛慕 (我傾慕)] 

讚美中信心不斷升起 
曲、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的口 要不停讚美 我的手 要不停高舉 

因祢應許 是我的信心 每個困難中 我經歷神蹟 

副歌：讚美中 信心不斷升起 淚水中 我依然高聲唱 

祢的信實 上達穹蒼 祢的應許 從不落空 

讚美中 信心不斷升起 淚水中 我依然高聲唱 

縱然前路迷茫 我心失望 祢的話是燈 照耀前方 

神的帳幕在人間（副歌） 
曲、詞：方文聰 編：Philia Yuen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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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跑不放棄 
詞、曲：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每個狂風暴雨裡 祢同在在那裡 每個難處低谷裡 祢恩典在那裡 

每個傷心失望裡 祢愛我愛到底 在祢愛的光中 我得著能力 

副歌：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榮耀高舉祢的名 我跟隨不懷疑 

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這愛的路程裡 我奔跑不放棄 

**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至失望 

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從心合一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當我們合一敬拜和禱告 神就開始動工在我們當中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祂的道路遠超過我們的 

副歌：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 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 為大使命獻上自己 

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 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 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向這世界為主發光 合一尋求神國度藍圖 

不在乎自己 體貼神心意 使用我們走遍世界各地**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七月二日、三日 
講員：袁海柏執事 
講題：各盡其職與同心合意的事奉 
經文：使徒行傳 6:1-7 

1.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
略了他們的寡婦。 

2. 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 

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
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4.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5. 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
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6.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 

7.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大綱： 

1. 教會在發展中出現內部危機 

2. 解決危機—各盡其職的事奉 

3. 解決危機—同心合意的事奉 

4. 危機過後，神對教會的祝福 

5. 總結： 
 沒有人是萬能的，亦沒有人唱獨腳戲或孤軍作戰 

 我們所有人都是被召參予事奉 

 各人發揮不同恩賜、同心合意、各盡其職建立教會 
反思： 

1. 你認為教會的領袖及事奉者能否做到「各盡其職」與「同心合意」呢？當中有甚麼問題、

缺乏或困難導致各人的事奉未能完全發揮，或未能同心呢？ 

2. 在教會面對時代的挑戰時，危機和衝突可能會不時出現（甚或現在已存在），我們應如

何面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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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日、三日 

講題： 各盡其職與同心合意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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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面對時代的動盪、社會關係的撕裂、不休止的疫情、教會

內的移民潮、牧者離任等，求主賜智慧予領袖作改變和更新牧養和架構的模
式，有主的眼光和信心，更深明白主的心意，看見在逆境中，在危機中看到出
路和機遇去應對和發展，建立主的國度，見證榮耀主！ 

2. 求主激發弟兄姊妹看重和實踐生命的成長，學習聖經的真理，反思和實踐信
仰，並起來服侍，珍惜每一個參與的機會，例如：探訪、關懷大使、崇拜服侍、
沙苗區導師、詩班、代禱者等。 

3. 求主賜恩加力給教會的領袖及事奉者在於教會面對時代的挑戰時，危機或衝
突時能做到「各盡其職」與「同心合意」，成為見證主大能的群體，活出主的
使命。 

4. 當教會遵守主的真理時，容易與地上的政權或政府造成一定的張力、壓力和
衝突。求主幫助我們明白「政教分離」不應在政治或政府的架構上追求政治的
權力，願主指引教會或信徒理應關心政治或社會的事情，並積極參與社區的
服侍，表達信仰的立場，傳揚主福音，並渴望天國臨到人間，讓上帝在人心中
掌權，實現「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
10） 

5. 請禱告記念沙勉區有個別的弟兄姊妹的子女移民，但父母留港，他們沒有兒
女在身旁陪感孤單寂寞，求主特別與他們同在,憐憫他們，賜他們身心靈平安。 

6. 七月份：禱告記念沙少區的營會（13-14/8）籌委，讓他們在構思的過程中同
心合一，經歷主的供應和引導，能配合今年營會主題：主範仔，幫助組員認清
及調校自己在主裡的身份，與主重新建立關係。 

哈小家庭： 
 7-8 月回港述職（2/7 到港，酒店檢疫 7 天，15/8 離開香港），求主保守他們

在港期間與親友有美好的相聚，並於 17/7 的分享，激勵弟兄姊妹的心，持續
關心他們和為他們和泰國人禱告。 

執事： 
 請為莫苑萍執事代禱，求主賜她在工作上賜智慧、信心及勇氣。 
肢體： 
1. 請為黃國健弟兄代禱，他於 27/6 因爆肺做完縫肺手術，現仍有痛和難以深呼

吸，求主醫治保護他，減免痛楚，身體復元，有足夠的扺抗力，消除併發症，
經歷主恩！ 

香港： 
1. 在過去病毒肆虐及禁聚令的二、三年期間，教會在網絡上的活動已漸成氣候，

網絡的發展已成為部分「教會存在的空間」。求主幫助，讓教會在科技急速發
展的時代中，反思網絡的意義，並重新定位自身的存在和使命。願主引領，教
會的網絡事工不只是停留在宣講信息，亦同時成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立，
有交流和有愛的媒體。 

2. 新一屆領袖班子已於 1/7 上任，願上主的國度降臨，引領他們能隨主心意而
流轉，成為主的器皿。祈願上主使這群領袖的心好像「隴溝的水，隨祢的心意
而流轉」，以及成為「使萬事都互相効力的器皿，成就祢的心意」。求主亦賜
福這地香港人，凡事包容、相信、盼望、忍耐，積極迎接社會未來的改變。求
主幫助眾教會能發揮主給她的使命，作鹽作光，作時代的先知和祭司，並禱告
守望和參與一起建設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