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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終為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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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芳牧師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 神所預備叫我們行
的。」弗 2:10 ，經文中的「工作」原文是「作品、創作」
，即是我們的生命有上帝創造的心意
和目的。當上帝呼召耶利米時，說：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
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
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1:5,10 上帝好清楚地告訴耶利米的生命所要成就的事。今日，我們知道主給我們的生命的目的
和方向嗎？我們的召命是什麼呢？
我們要如摩西向主的呼求：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詩 90:12。上週在一個喪禮的慰勉中，上帝給我分享到一個主題信息：以終為始的生命，我們要
有智慧地活出這生命」，以生命的終結作為我們現在開始時如何過/如何活我們的生命，並非漫
無目的，躺平地過活，而是有意義和目標地活出主給我們的生命！
史提芬柯維 (Stephen Covey) 所寫的《與成功有約》
（註 1）
：闡釋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
其中一個習慣是：
「以終為始」(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他指出：
「以終為始是指，每天、每
個任務、每個項目展開之前。你也要對自己的方向和目的有著清晰的構想，然後再動員自己一
切積極因素去實現它。…在自我人生的最終期許，透過確立人生的方向，釐清自己的目標，落
實在每一天，成就自己的人生。」 文中有使人深刻的內容：是請讀者幻想自己的喪禮。他挑戰
我們去想像在喪禮中別人會怎樣緬懷自己作為配偶、父母、兒女、親戚、朋友、同事；他們會
記念自己性格、成就的哪一面？他認為若是我們曉得這樣想，就會「以終為始」
，懂得智慧地審
視現在的生命有否被忙碌、次要或微不足道的東西奪去自己原有的目的，也會問「每一天有否
有意義地促進生命終極的理想目標？」這做法與我想當年在青年團契時的退修會寫墓誌銘有異
曲同工之效，當時主領者帶我們去草地默想：他說：
「若這裡會有你的墓誌銘，你想會如何記錄
你的一生呢？」這是我第一次會想到自己的一生是如何渡過，在主裡尋問，當時我都寫下一些
內容，可惜沒有刻意地計劃如何實踐，錯過了不少日子和機會，現在我要追回，要有目標和計
劃地活這生命！(註 2)
此外，當我們信靠賜永生的主時，就有永恆的視野，明白死後生命是有超越時空的延續。
標竿人生的作者華理克牧師說得很好：
「生活在永恆的視野會改變人一生的優先次序」
，即有不
同價值的選擇。求主幫助我們「把握在世短暫的人生，活出永恆的實在」
，讓生命投放於永恆價
值，在我們離世後，可以在別人生命中留下屬靈的遺產，生命傳承，祝福和建立生命。
深盼我們在生命的終結時，可以坦然有力地向人表達：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
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後 4:7-8 上，
求主賜恩加力給我們活出以終為始，召命的人生！阿們！
註 1：史提芬柯維：《與成功有約：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
‧天下文化
註 2：可參加本季裝備站：「人生召命」
，幫大家發現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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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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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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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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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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2022 年 7 月 24 日至九月中期間，沙田培英中學大禮堂進行裝修，故這段期間基
禾堂與沙田堂共用一樓學生活動中心作主日崇拜，因此，沙田堂週日午堂及沙苗區聚
會改為早上 11:30 舉行，敬請留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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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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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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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居台主日：
耶穌的"所有"
（太 28:16-20）

呂彩嫺

李仕波 羅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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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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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秀英 張敏儀
何錦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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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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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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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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
聖誕節正日
洗禮

https://bit.ly/3sVbpph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１

31/7

佘健誠

認識教會

備註

交得救見證
２

7/8

佘健誠

認識聖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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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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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3NsH4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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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老師內容

學生功課

疫情下的全球化信仰

疫情下的信仰心路歷程

其他
在上第一堂課前預備

(口述 1 至 3 分鐘).
16/8

數碼化下的異端邪教

我是如何分辨出對方是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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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會在課堂交待細節。

人生召命：以終為始的生命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耶 1:5 下
*每個人生命都有其存在價值和目標，你尋找到未呢？
課程目的：幫助學員建立「以終為始」的生命，尋找在主裡的夢想、人生方向和召命，活
出上帝創造我們的生命姿彩，並寫下個人的「人生宣言」，透過此宣言幫助學員計劃和如
何實踐，活出召命的人生！
講員：陳德俊牧師（牧鄰教會顧問牧師、香港細胞小組伴跑教路網絡的資深教練）
日期：24/8,31/8,21/9,28/9（逢週三）
網上報名：
時間：晚上 8:00-10:00
方式：Zoom 網上授課及小組分享
學員要求：於上課前完成「人生宣言習作」初稿
費用：$100
截止日期：14/8（日）
查詢：請聯絡王桂芳牧師
日期
24/8
31/8
21/9
28/9

課堂內容
如何定人生的方向
如何將你的人生方向寫成人生宣言
如何讓人生宣言成為你的自動導航系統
如何定一年的成長計劃；發揮抉擇的力量

https://bit.ly/3NNSkNf

日期：九月十七日(六)
時間：下午 2 時- 4 時 15 分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沙田博康村博文樓地下博康幼稚園）
講員：任志強博士
講員簡介:
任志強博士為現任香港《時代論壇》社長，努力裝備信徒群體，面向社會和
世界。同時，任博士也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客席助理教授及名譽
副研究員，亦曾擔任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任
博士長期研究現代香港基督教與本地社會文化演變的相互關係，以及香港與
東亞地區媒體文化的宗教向度，同時密切思考社會文化變化對基督教神學和
信仰的含義。
回應嘉賓：陳智衡博士（建道神學院神學研究部助理教授／中國文化研究系
主任／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陳珏明弟兄（香港傳媒工作者）
免費參與、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請參與的弟兄姊妹可在網上報名：

https://bit.ly/3NPlzz9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和撒那
曲、詞：Olie Sebastian 中譯詞：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萬國進前來 屈膝敬拜 祢尊榮直到永遠 萬口都承認 耶穌是主
萬膝都跪拜 齊聲宣揚 祢作王直到永遠 我們稱頌高舉祢聖名
在祢聖潔中 找到救贖之歌 在祢同在中 找到我心所求
副歌：和撒那 祢是聖潔配受尊崇 和撒那 祢至高配得讚美
和撒那 祢配得所有能力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們愛戴的王
詞、曲：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眾人所望 明亮晨星 披戴著一切榮美輝煌
有溫柔有憐憫 天地所有權柄 屬於我們愛戴的王
副歌：高舉至高的名 耶穌基督 榮美君王 帶著世上權柄 將來我們 要與祂作王
高唱哈利路亞 耶穌基督是彌賽亞 祂是聖潔唯一 榮光顯明 我們愛戴的王

Jesus at the Center 耶穌祢是中心
Song and Lyrics by Adam Ranney、Israel Houghton、Micah Massey Publisher by Integrity Music

1.Jesus at the center of it all Jesus at the center of it all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It will always be
it's always been You Jesus Jesus
2. Jesus be the center of my life Jesus be the center of my life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It will always be
it's always been You Jesus Jesus
Chorus:Nothing else matters Nothing in this world will do
Jesus You're the center And everything revolves around You
Jesus,You (At the center of it all)
3.Jesus at the center of your Church
Jesus at the center of your Church
And every keen will bow And every tongue
Shall confess you Jesus Jesus
**From my heart to the Heavens Jesus be the center
It's all about You Yes it's all about You**

1.耶穌全世界萬有的主 耶穌全世界萬有的主
從起初直到最後 我心的依靠
永遠都是祢耶穌 耶穌
2.耶穌我全人生命的主 耶穌我全人生命的主
從起初直到最後 生命的救主
永遠都是祢耶穌 耶穌
副歌：我心別無所求 無人能與祢相比
耶穌祢是中心 我一切都圍繞著祢
只為祢 (我生命的主)*
3.耶穌成為我教會的主
耶穌成為我教會的主
萬膝都要跪拜 萬口要承認
祢是救贖主 耶穌 耶穌
**從我心直到諸天 耶穌祢是唯一
我全然為祢 一切全然為祢**

和撒那 Hosanna
曲、詞：Brooke Fraser 中譯詞：City Harvest Church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I see the King of glory Coming on the clouds with fire
The whole earth shakes The whole earth shakes
I see His love and mercy Washing over all our sin
The people sing The people sing
Chorus:Hosanna Hosanna Hosanna in the highest(X2)
2. I see a generation Rising up to take the place
With selfless faith With selfless faith
I see a near revival Staring as we pray and seek
We're on our knees We're on our knees
(Heal my heart and make it clean
Open up my eyes to the things unseen
Show me how to love like You have loved me
Break my heart for what breaks Yours
Everything I am for your Kingdom’s cause
As I walk from earth into eternity)

1.我看見榮耀君王 駕著雲彩而降臨
全地震動 全地震動
主祢用慈愛憐憫 將我罪完全洗淨
萬民歌唱 萬民歌唱
副歌：和撒那 和撒那 和撒那歸至高神(X2)
2.我看見全新世代 興起要得著這地
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
我看見復興來臨 全因禱告尋求祢
我們屈膝 我們屈膝
(求醫治潔淨我心
開啟我雙眼看見祢心意
教我如何能愛祢的百姓
我要能觸摸祢心
我所作一切全為祢旨意
一生追求祢直到天地廢去)

願祢國度降臨
詞、曲：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在神的國度裡 有權柄和能力 不憑血氣 不憑勢力 單單倚靠主聖靈
在神的國度裡 屬神的子民 不分語言 在祢面前 將榮耀歸與祢
副歌：願祢國度降臨在這地 同心高舉主耶穌的聖名
願祢聖靈彰顯在這地 施行神蹟 醫治能力 我們佇立在祢的同在裡
**我們是祢揀選子民 帶著天國使命 靠著聖靈宣揚基督的能力
我們是祢天國子民 願祢帶來復興 再次甦醒 看見祢國度降臨**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祢成就救恩
詞：朱浩廉、曲：Larry Hung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是祢 寧下降凡塵 拋開尊貴 甘心犧牲
十架 難囚禁主大能 神得勝了 祢成就救恩
副歌：同讚美 耶穌得勝榮耀 齊高舉 耶穌寶貴名字
頌揚主 進入榮耀當得敬拜 歡呼歌唱 全屬救主 耶穌祢是王

我心尊主為大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我心尊主為大 我心尊主為大
我靈以我神 以我的主為樂
我心尊主為大 我心尊敬祢

先求祂的國和義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哈利路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每天每刻獻上為祢
作曲：Stuart Dauermann 譯詞：林綺玲 版權屬永恆音樂事工(香港)有限公司所有

神祢聖潔一生尊貴 內心歡呼拍掌 今我全屬祢 至聖主
神祢帶領恩典經過 內心感恩喝采 今獻上為祢 屬於主
副歌：我要每天每刻都讚頌祢是神
祢施恩典 祢手相牽 令我滿有信心
我要每天每刻都讚頌祢是神 獻出一生 交於主祢手中

願祢國度降臨
詞、曲：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在神的國度裡 有權柄和能力 不憑血氣 不憑勢力 單單倚靠主聖靈
在神的國度裡 屬神的子民 不分語言 在祢面前 將榮耀歸與祢
副歌：願祢國度降臨在這地 同心高舉主耶穌的聖名
願祢聖靈彰顯在這地 施行神蹟 醫治能力 我們佇立在祢的同在裡
**我們是祢揀選子民 帶著天國使命 靠著聖靈宣揚基督的能力
我們是祢天國子民 願祢帶來復興 再次甦醒 看見祢國度降臨**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獻給我天上的主
曲、詞：霍志鵬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 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 主祢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 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 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 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 為祢我獻上活祭 (為祢我化作活祭)

耶穌願祢為王
詞、曲：Paul Kyle 中文譯：陸澤田

耶穌願祢為王 我們宣揚祢是王 站立在我們當中 我們用讚美高舉祢
副歌：我們的敬拜作祢居所 我們的敬拜作祢居所
我們的敬拜作祢居所 主耶穌來取祢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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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賜下靈火
詞、曲：吳志揚

主啊賜下靈火 來拯救失喪靈魂 建立聖潔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
主啊賜下靈火 來滿足我們需要 使我們行事正直 爭戰必得勝
副歌：願火從天上降下 願烈火焚燒我們的心
煉淨我們一生 燃點我們一生 這是我的呼求
彰顯祢權能主啊 焚燒除掉我們的罪孽
賜我烈火 復興之火 烈火從天 從天上降下

願祢國度降臨
詞、曲：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在神的國度裡 有權柄和能力 不憑血氣 不憑勢力 單單倚靠主聖靈
在神的國度裡 屬神的子民 不分語言 在祢面前 將榮耀歸與祢
副歌：願祢國度降臨在這地 同心高舉主耶穌的聖名
願祢聖靈彰顯在這地 施行神蹟 醫治能力 我們佇立在祢的同在裡
**我們是祢揀選子民 帶著天國使命 靠著聖靈宣揚基督的能力
我們是祢天國子民 願祢帶來復興 再次甦醒 看見祢國度降臨**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七月九日、十日
講員：佘健誠牧師
講題：信徒不可迴避的課題——政教關係
經文：路加福音 20:20-26（新漢語譯本）
20. 於是他們監視耶穌，差遣了一些耳目去假裝成好人，要抓住他的話來作把柄，好
把他送交總督法辦。
21. 他們問耶穌說：「老師，我們知道你所講所教的都是對的；你不徇情面，只按照
真理教導人神的道路。
22. 我們向凱撒交稅合宜不合宜？」
23. 耶穌看穿他們的詭詐，就對他們說：
24. 「拿一個得拿利給我看。這是誰的肖像和名號？」他們說：「是凱撒的。」
25. 耶穌對他們說：「因此，凱撒的東西歸給凱撒，神的東西歸給神。」
26. 他們在民眾面前抓不到他的話作把柄，還對他的回答感到驚奇，就啞口無言了。
本論：
（一） 兩個國度、兩種關係和兩種張力（路 20:22-25，新漢語譯本）
（二） 政教分離≠政治中立≠不理政治（路 20:22-25，新漢語譯本）
（三） 總結
思想問題：
1. 你如何理解「政教分離」的含義或意思？
2. 信徒對「政治」應持甚麼態度？

----------------我的回應----------------日期： 二零二二年七月九日、十日
講題： 信徒不可迴避的課題——政教關係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講員：

佘健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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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我們在疫情中，社會轉變中尋求神的智慧和指引，更多經歷
主的大能，作成上帝給教會在神國度的位份！
2. 請為每主日的崇拜的敬拜和講壇信息禱告，主賜恩加力給每一位事奉者，讓每一位
參與崇拜者，能感受到主的同在，並在靈命得到適當的餵養。
3. 求主幫助我們活出以終為始的生命，找出人生的夢想、目標和使命，「把握在世短
暫的人生，活出永恆的實在」，讓生命投放於永恆價值，在我們離世後，可以在別
人生命中留下屬靈的遺產，生命傳承，祝福和建立生命，活出召命的人生。
4. 感恩！沙田堂探訪隊現有 23 人參加，當中有沙勉、沙星、沙旺、沙龍、沙奮、沙
8 和沙少區等不同弟兄姊妹參予，還有少部份人考慮當中，求主激勵，他們已於 9/7
接受訓練，23/7 出隊，求聖靈
5. 禱告記念疫情開始上升，記念小朋友在學校中的平安，保護他們的健康免受感染。
亦求主預備更多愛孩子的導師投身沙苗的事奉。
6. 感恩！近月都有新來賓參加崇拜，求主讓他們能投入教會的生活，與弟兄姊妹連繫，
一起成長！
執事：
請為司徒麗燕執事代禱，她於月中會離港探親，在疫情不太穩定下，求主保守整個
行程順利！
堂委：
1. 請為李偉禾弟兄代禱，他早前有一個同教育有關的面試機會，求主保守帶領，希望
能進入新的職場領域。
2. 請為區俊英弟兄代禱，學期去到尾聲，他正為來年的各項籌備工作進行預備，願主
看顧；家中孩子完成升上小學之後的第一次期末試，特別感恩太太的陪伴與付出，
預主保守，添恩加力。
3. 請為劉子麒弟兄代禱，他要輪班工作，求主賜恩加力給他，並為一家適應他輪班生
活禱告，求主賜福幫派助。
4. 請為鄭俊文弟兄代禱，求主賜福給他和家人有健康的身心靈，經歷主的看顧和保護，
滿有主恩！
肢體：
1. 請為沙奮區梁亦珩姊妹和俞衍能弟兄代禱，他們已於 2/7 結婚，求主讓他們以禱告
進入婚姻關係，主預備他們身心靈進入新的人生階段，更多依靠神和尋求神，靠著
主的能力和所賜的信心，適應新婚的生活，更多經歷主的恩典和愛，主的同在和同
行，婚姻美滿快樂，見證主的榮美！
2. 請為沙勉區患病的姊妹代禱：1. 陳芝嬌姊妹的左膝蓋有少許骨裂，仍未痊癒，站立
時仍痛。2. 盧梁水金姊妹現在心跳仍不穩定，仍留院繼續觀察，因之前急性胰臟炎
導致心跳出現問題，現有部機檢視心跳，求主保守她的心跳健康穩定，能早日出院。
3. 羅安婆婆已入住護老院，她雖然未能行路，但可以坐在床邊活動手腳，她感到滿
足和感恩！4. 胡照鈺姊妹於 8/7 完成做脊骨手術，求主保守她有好的康復。求主
醫治看顧她們，賜她們平安的心，滿有主的恩典和愛！
3. 請為沈嘉麗姊妹代禱，她現在醫院裡留醫，求主醫治她，讓她早日康復出院！
香港：
1. 請為香港現在確診人數不斷攀升，求主幫助政府和居民同心合意地一起合作防疫和
抗疫，使疫情回落。
2. 請為要趕返內地探病患親人的市民代禱，能有快期回鄉探親，內地政府能堵截不法
份子壟斷隔離酒店的數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