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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與牧羊人                                        鄭嘉慧宣教師 

約十 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12 雇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
的，他一看見狼來，就撇下羊羣逃跑；狼抓住羊，把牠們趕散。 13 雇工逃走，
因為他是雇工，對羊毫不關心。 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
識我， 15 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16 我另外有
羊，不屬這圈裏的，我必須領牠們來，牠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
羣，歸一個牧人。 17 為此，我父愛我，因為我把命捨去，好再取回來。 18 

沒有人奪去我的命，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捨棄，也有權再取回。這是我從我
父所受的命令。」 

    這是一段耶穌與法利賽利人之間的對話之一，為人所悉熟的羊與牧羊人的

比喻。前面的經文提及法利賽人指控及褻瀆耶穌 (八 48-49)，甚至想用石頭打

祂(八 59)。然後，第九章記載耶穌治好了生來瞎眼的人，教導門徒祂才是世

界的光，能使肉體和心靈瞎眼的人看見。但是，這仍然是法利賽人對耶穌的

一段指控。就在耶路撒冷的獻殿節
１
前，第十章 11-18 中便記載了這段耶穌是

好牧人的經文，有聖經學者認為這樣的舖排正好是為法利賽人的指控和獻殿

節之間作了橋樑。 

使徒約翰是耶穌所愛的門徒之一，他與彼得和雅各是在耶穌傳道的日子

中最緊貼主和與主關係最為密切的門徒之一，他與主一同經歷了非凡的經歷，

以致他在約翰福音中要表明耶穌是神子的超然身份。例如: 耶穌在迦拿的婚禮

中把水變酒、治好一個大臣的兒子、治好一個躺在畢士大池邊三十八年的病

人、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在海面上行走、治好一個生來是瞎眼的人、使拉撒

路從死裡復活這七個神蹟奇事，就是要顯明主耶穌是超越質、空間、時間、

量、自然界、命運及死亡的限制，要證明耶穌是上帝的兒子，能釋放著這等大

能的作為，能拯救世人的主。 

主是好牧人，何謂好? 好的意思是不但忠心殷勤，好得使人入迷能吸引人。

耶穌為羊捨命、認識自己的羊、願意拯救許多人的靈魂、從死裡復活。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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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頁績） 



 

好牧人是在面臨危險時甘願不顧自身的安危挺身而出，冒喪命之險的犧牲精

神，代替他的羊使他們得救，這才配稱為好牧人。這捨命的背後是基於 

基督對羊的愛，正如約一 3:16 提到：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

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好牧人捨命的目的是要世界知道唯有在基督裡

才能合一，將來要合成一群跟隨的只有一位牧人。十 2 中有提到羊的牧人是

從門進來，能被開門的人和羊所認得(十 4)，如果一個人不是從門進入羊圈 

而是爬過牆的，很明顯他不屬於那裡，他是小偷和強盜(十 1)。牧人能召喚到

自己的羊，羊也認得他的聲音(十 3)。耶穌就是要表明祂才是羊的門，要進入

羊圈就必先經過門，祂就是進入天國永生之路的門。相反，雇工在羊遇上危

難時，反而是棄羊而逃，使羊的下場是死亡、分散、受傷、不強壯，下場淒慘 

(十 12)。 

  在舊約常常以牧人與羊群象徵神與祂子民的關係。好牧人時刻守護住他

的羊，認識每一隻羊，而羊也認得牧人的聲音，羊是不會跟隨別的聲音。法利

賽人、文士、外邦人都不是真正認識這位好牧人，也不承認這位彌賽亞是他

們的好牧人。然而，耶穌說，有一天全人類都要知道祂是好牧人，祂要藉著猶

太人來叫全人類都認識祂。 

  羊與牧羊人的關係是緊密的。昔日有許多對上帝忠心的猶太人奮力地抵

抗希臘異教文化，但也有許多的猶太人選擇放棄信仰，擁抱希臘文化，轉向

敬拜希臘神祇。今天我們既已藉著基督與上帝恢復了關係，要抵抗身邊各種

非我們的好牧人的聲音，我們需要與這好牧人建立更深厚的關係，在屬靈生

命的成長上要積極及殷勤，要認得這位好牧人的聲音，不隨波濁流，要時刻

的警醒等候主再來，不要失卻這上好的福份，要靠著聖經真理分辨。 
 

（全文完） 

１獻殿節又名光明節，深受猶太人的重視。在安提阿古伊皮法尼管治巴勒斯坦一帶時，他以強
硬的手段推行希臘化政策，藉此要同化猶太人。同時，也對耶路撒冷的聖殿進行搶掠及在聖殿
中樹立起宙斯神像，強迫猶太人獻豬為祭等等侮辱和褻瀆上帝的行為。猶大馬加比便趁機會帶
領著猶太人起義反抗安提阿古伊皮法尼，以及在主前 164 年成功收復了聖殿。此節日便是慶祝
和記念聖殿重見光明和潔淨的節期。 

(https://otiministry.org/zh-tw/2021/11/18/%E7%8D%BB%E6%AE%BF%E7%AF%80/) 

 

 

 

 

 

 

 

 

 

https://otiministry.org/zh-tw/2021/11/18/%E7%8D%BB%E6%AE%BF%E7%AF%80/


 

  

           

            崇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陳上言 / 鄭詠怡 / 何啟康 

 

讀  經                         徒 11:19-30、13:1-3 

 

宣  道                           建立安提阿教會？" 

         

講 員                       哈海山宣教士 

 

回  應                            我的生命獻給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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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午堂 

陳上言 

哈海山 
宣教士 

建立 

安提阿教會？ 

（徒 11:19-30、

13:1-3） 

鄧穎頤 沙綠區 
沈沛 

黃浣蘭 黎碧筠 

24/7 
早堂 

鄭詠怡 呂彩嫺 

張敏儀 劉詠思 

劉詠儀 
羅偉真 

李仕波 張敏儀 劉詠思 

午堂 何啟康 鄭嘉慧 

林少燕 潘建恩 
郭貝貝 

梁建國 

張博文 江樹棠 甄國文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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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網上報名參加此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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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午堂 

連皓晴 
林偉漢 
執事 

「為甚麼在死人
中找活人呢？」 

(路 24:1-11) 
謝駿麒 沙 TY 區 

陳錦儀 

尹穎欣 待定 

31/7 
早堂 

蘇家淳 
鄭詠怡 
宣教師 

勒住舌頭 
(雅 3:1-12) 

呂彩嫺 
吳映君 盧官妹 吳泳霞 

蘇禧約 黃麗𣶼 劉詠儀 

午堂 莫苑萍 
林偉漢 
執事 

「為甚麼在死人
中找活人呢？」 

(路 24:1-11) 
鄧穎頤 沙星區 

羅偉成 

朱慕賢 何健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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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徵信錄，可於週刊內及教會網站的小組錦囊內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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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3NPlzz9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3NPlz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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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孩洗禮 

若有肢體想在 2022年 12月 25日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中，讓自己的兒女接受嬰孩洗

禮，請從速報名嬰孩洗禮班。                               網上報名 : 

導師：佘健誠牧師                

日期：14/8/2022(日)                    

時間：下午 12:45-2:15 

地點：沙田培英中學二樓 206室                        

費用：免費                                         https://bit.ly/38kaxU0 

資格：其兒童的父母必須是已受洗的信徒，並一起出席嬰孩洗禮班和該日的洗禮聚會。 

截止日期：24/7/2022(日) 請從速報讀 

 

25/12 
聖誕節正日 
洗禮 

最後機會 
把握報名 

最後機會 
把握報名 

https://bit.ly/3sVbpph
https://bit.ly/38kaxU0


 

 

 

 

 

 

 
 
 
 

 

 

 

 

 

沙田堂 40 週年聯合崇拜，一齊感恩敬拜上主，點可以少得你？無論你是甚麼年

紀，返那一堂崇拜，姊妹定弟兄⋯邀請你參與堂慶崇拜聯合詩班！ 

詳情如下： 

練習日期： 23/7，6/8，20/8，3/9，17/9，8/10，22/10* 

 （全是星期六） 

22/10 為總綵排，必須出席，其他日期須最少出席 4 次 

練習時間：下午 6:30 - 7:45 

練習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聯合崇拜日期：23/10 

聯合崇拜時間：待定（下午） 

聯合崇拜地點：待定 

報名：有興趣參與的弟兄姊妹請聯絡區牧，稍後會有詩班專人聯絡。 

查詢：鄭詠怡宣教師 



 

 

 

 

 

 

 

 

 

 

 

 

 

 

 

 

1/8 - 10/8港九培靈研經會轉播 (報名更新) 

歡迎一齊實體聽道、相聚                           網上報名： 

地點：石門辦公室 (新都廣場 2909 室)  

  * 因安排座位，請預先報名* 

報名：致電辦公室、向區牧或網上報名 

參與時間 

日間：上午 9:00、11:00 

晚間：晚上 7:30              https://bit.ly/3ov71e3  

晚上不設即時報名、前一天中午 12:00截止報名 

https://bit.ly/3ov71e3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祢是否感到群山震動 Did you feel that mountain Tremble 

曲：Mark Smith 中文譯：周巽光牧師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Did you feel the mountains tremble 
Did you hear the oceans roar 

When the people rose to sing of 
Jesus Christ the risen one 

2.Did you feel the people tremble 
Did you hear the singers roar 

When the lost began to sing of 
Jesus Christ the saving one 

3.Did you feel the darkness tremble 
When all the saints join in one song 

And all the streams flow as one river 
To wash away our brokeness 

(And we can see that God you're moving 
A mighty river through the nations 

When young and old return to Jesus 
Fling wide your heavenly gates 

Prepare the way of the risen Lord) 
Chorus:Open up the door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Let the streets resound with singing 
Songs that bring your hop Songs that bring your joy 

Dancers who dance upon injustice 

1.你是否感到群山震動  
聽見大海在怒吼 
萬民都在揚聲歌唱 
耶穌基督已復活 

2.你是否感覺人心惶恐 
聽見萬民在歌頌 
失喪人們開始呼喊  
耶穌基督我救主 

3.黑暗勢力正在顫抖 
當主百姓同心歌頌 
山川小溪匯成河流 
洗凈一切破碎憂愁 

(我們看見神大能運行 
活水江河正流向萬邦 
男女老幼都轉向耶穌 
天堂大門正敞開 
來預備復活救主降臨) 
副歌：天堂門打開 音樂響起來 
   讓讚美充滿這世界 
      唱出新盼望 喜樂湧上來 

歡呼祂的公義永存在 

祢是配 
曲、詞：林婉容 版權屬小羊詩歌所有 

祢是配 唯祢是配 配得權柄豐富 配得智慧能力 

祢是配 唯祢是配 配得尊貴榮耀和讚美 

因為祢曾被殺 用自己的血 從各族各方各國各民 

買了人來 叫他們歸於神 作祭司 在地上執掌王權 

甦醒教會 
曲、詞：清泉 版權屬清泉所有 

看萬國萬民正走向祢 再度親近 兒女離開惡行 悔改禱告 轉向父神 

聽祢的吩咐 常於心裡 教導遵行 重建祢的教會 拆毀故舊 被祢更新 

副歌：願我緊握天國的鑰匙 帶領我謙卑奉獻  

天上釋放與捆綁 地上高舉手爭戰 

教會今天可再讓祢喜悅 靈魂甦醒 洗擦這眼眸 遍野的莊稼熟透 

呼召差遣不中止 直到成全祢旨意 歷世代相信祢 萬國度正回轉歸祢 

*看見異象 聽見異夢 年老或幼 同心栽種 用我性命為祢歡呼收割 

世世代代 按祢受造 求告着祢 齊聲宣告 被擄被囚的今可得釋放* 

我的生命獻給祢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獻上生命 給最愛的耶穌 完全順服 完全降服 

因祢恩典 使我得以事奉祢 祢的宣召 沒有懷疑 

副歌：我的生命獻給祢 背起十架跟隨祢 願祢的榮耀 彰顯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記 祢如何為我捨命 耶穌我愛祢 喜樂地跟隨祢 

(賜給我 屬於祢的夢想 帶下祢 國度如在天上 

賜給我 奔跑不停的力量 如鷹展翅上騰翱翔)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一首讚美的詩歌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讓那讚美的聲音 在這空間響遍 讓那敬拜的心聲 永不休止 

讓我心中所有意念 此刻都交主的手裡 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 

副歌：人活著原是要歌頌讚揚 創造我的主 祢是配得榮耀 

人活著原是要將榮耀歸祢 一首讚美的詩歌 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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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愛 
曲：古丹青 詞：凌東成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祢的愛 我怎猜透 捨尊降貴 貧苦中馬槽降生 

沒有佳美肖顏容 但賜我勇氣面對生命 

被擄得釋放 餵飽飢渴 一生以愛 神蹟可見神同在 

頭被戴上荊棘冕 被厭棄替我遍歷痛苦 

副歌：誰瞭解祢在十架甘心犧牲 只因愛救贖世上人 

流盡血見證祢的愛 誰配得可擁有 神恩典像海般深 

誰會知祢在墓裡三天復活 得勝已賜下我盼望 

神大愛抱緊我 我願一生一世靠緊祢 感恩滿心裡 

我的生命獻給祢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獻上生命 給最愛的耶穌 完全順服 完全降服 

因祢恩典 使我得以事奉祢 祢的宣召 沒有懷疑 

副歌：我的生命獻給祢 背起十架跟隨祢 願祢的榮耀 彰顯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記 祢如何為我捨命 耶穌我愛祢 喜樂地跟隨祢 

(賜給我 屬於祢的夢想 帶下祢 國度如在天上 

賜給我 奔跑不停的力量 如鷹展翅上騰翱翔)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獻上尊榮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基督 榮耀父神彰顯 救贖真光 萬國的盼望 

祢的國度寶座存到永遠 唯有祢配得所有頌讚 

副歌：獻上尊榮 尊榮 給主耶穌 在萬名之上 

獻上敬拜 敬拜 願祢崇高在全地之上 

**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 唯有祢名被尊崇為大 

最小部落到最大國家 凡有氣息都歸榮耀給祢** 

榮耀至高神 
曲、詞：陳琰冰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聖潔尊貴全能神 祢國度降臨這地 榮耀得勝大君王 祢榮美無人能及 

耶穌基督神愛子 全地都向祢跪拜 父子聖靈三一神 祢寶座存到永遠 

副歌：榮耀至高神 配得尊崇敬拜 祢名超乎萬名之上 

諸天述說祢的榮耀 穹蒼傳揚祢的手段 

榮耀的君王 配得所有讚美 凡有氣息的都要歌頌 

尊貴榮耀 能力權柄 都歸榮耀至高真神 

(1.至聖至榮 可頌可畏 全能三一神 昔在今在 以後永在 全地都頌讚 

2.萬膝跪拜 萬口承認 耶穌至高神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作王到永遠) 

榮耀的呼召 
詞、曲：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作主聖潔貴重的器皿 

祢豐富恩惠必充足澆灌我 使我瓦器裡充滿莫大能力 

副歌：高舉雙手讚美祢我主 全新全人都給祢耶穌 

一生意義 活出榮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著標竿直跑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我的生命獻給祢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獻上生命 給最愛的耶穌 完全順服 完全降服 

因祢恩典 使我得以事奉祢 祢的宣召 沒有懷疑 

副歌：我的生命獻給祢 背起十架跟隨祢 願祢的榮耀 彰顯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記 祢如何為我捨命 耶穌我愛祢 喜樂地跟隨祢 

(賜給我 屬於祢的夢想 帶下祢 國度如在天上 

賜給我 奔跑不停的力量 如鷹展翅上騰翱翔)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講員：哈海山宣教士 
講題：建立安提阿教會？ 
經文：使徒行傳 11:19-30、13:1-3 (和合本修訂版) 

使徒行傳 11:19-30 

19.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而四處分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塞浦

路斯和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 

20. 但內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臘人傳講主

耶穌的福音 

21. 主的手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數很多。 

22. 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的人耳中，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到安提阿去。 

23. 他到了那裏，看見神所賜的恩就歡喜，勸勉眾人要立定心志，恆久

靠主。 

24.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滿有聖靈和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 

25. 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 

26. 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一年和教會一同聚集，教導

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開始的。 

27. 當那些日子，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28. 內中有一位，名叫亞迦布，站起來，藉著聖靈指示普天下將有大饑

荒；這事在克勞第年間果然實現了。 

29. 於是門徒決定，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 

30. 他們就這樣做了，託巴拿巴和掃羅的手送到眾長老那裏。 

使徒行傳 13:1-3 

1.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為尼結的

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希律分封王一起長大的馬念，和掃羅。 

2. 他們在事奉主和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

去做我召他們做的工作。」 

3. 於是他們禁食禱告後，給巴拿巴和掃羅按手，然後派遣他們走了。 

 

 

 

 

 

 

 



 

大綱： 

一、 安提阿教會——一所模範教會？ 

二、 安提阿教會特色： 

1. 有＿＿＿＿＿＿的心 

2. 有良好的＿＿＿＿和＿＿＿＿ 

3. 樂於＿＿＿＿ 

4. ＿＿＿＿事奉 

三、 建立安提阿教會 

1. 如何在泰國傳福音？ 

2. 在泰國教導和培訓甚麼？ 

3. 在泰國怎樣做社區服侍？ 

4. 與泰國人合作/事奉困難嗎？ 

四、 安提阿教會——＿＿＿＿＿＿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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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講題： 建立安提阿教會？ 講員： 哈海山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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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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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賜我們智慧，操練智慧，有智慧的視野，有忍耐

和謙卑的心去面對各方面的挑戰和轉變，堅定行在主的旨意中，在末
後的世代中作成主的工，見證主的大能和奇妙的作為！ 

2. 求主帶領教會在宣教的服侍上更多明白主的心意，激勵弟兄姊妹在
祈禱、奉獻、學習、動員上有所參與，經歷主的信實和大能！ 

3. 求主帶領弟兄姊妹更多認定和活出在基督裡的身份，不常被世界的
人或事所影響和同化，卻要常常親近神，靈裡甦醒，定睛在祂身上，
相信和活出主的話，經歷生命的更新和改變。求主提升我們的屬靈洞
察力和能力，更多禱告經歷主的同在！ 

4. 感恩！教會已於 21/7 完成新堂址買賣的最後程序，並交付樓價最後
的尾數，求主帶領和指引該地方的運用，實踐主的心意。 

5. 請禱告記念沙田堂探訪組初成立有 25 人，求主賜他們有信心、愛主、
智慧和堅持的心，透過探訪將耶穌的愛帶給他們。 

肢體： 
1. 建道神學院主辦的青年召命營 30-31/7（靜思上主聖言 ♦尋問人生

召命），有 79 人參加，沙田堂有五位弟兄姊妹(沙靖區：鍾嘉冠、李
海鈴；沙奮區：方懿、彭梓恩和歐嘉茹)，求主帶領他們透過在靜修、
研經、主日崇拜中與主相遇，尋問召命，更深明白上帝在他們生命的
旨意，活出召命，成為這世代的見證，榮耀主。 

2. 請為沙勉區徐金勤姊妹代禱，她於 22/7 做右眼白內障手術，求主保
守醫治她，有好的康復，眼目精明！ 

香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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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力和合作防疫和抗疫，使疫情回落。 
2. 最近電視台以比併通靈能力節目作招徠，引來熱議，有團體甚至要求

禁播。聖經清楚教導 : 「外邦人所獻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
願意你們與鬼相交｡｣(林前十 20) 。願主賜智慧信徒們為不良之事發
聲，也留意在現今崇尚個人自由及多元的世界，避免觸發"宗教自由
"的反彈批評。求主帶領我們能做好自己本份，熟悉主的聲音，有辨
別的能力，天天行在行在祂的心意裡，遠離惡事｡「因為那在你們裡
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壹四 4 下。求主保守香港市民有辨
別的智慧，遠離惡事、通靈的事，避免陷入撒但的圈套和迷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