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日、三十一日 
     週六午堂：4:30pm(幼稚園) / 週日早堂：9:00am(幼稚園) / 週日午堂：11:3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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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筆．心聲              <靈修、靈命>              鄧穎頤宣教師   
  最後的一篇封面文章，當然珍惜機會，分享心之所愛、心之所重。靈修是甚麼? 

「靈修就是經歷神的過程及操練，以致信徒能經驗神實實在在的同在。缺乏神同在

的經歷往往構成生活及事奉上的乏力，生命也不能成長起來。靈修生活中若經歷神

的同在，就能帶來：自我的認識和警覺(self-awareness & alertness)、意識到神的同在、

並能以神的眼光來看世界」。1 靈程學上，有提議 12 個 S 的參考：靈程知識 (Spiritual 

Knowledge)、靈程修養 (Spiritual Formation)、安靜 (Silence)、慢下來 (Slow down)、

朝聖 (Sojourning)、簡樸 (Simplicity)、感同身受(Solidarity)、敏銳(Sensitivity)、聖禮 

(Sacrament)、聖經 (Scripture)、成聖 (Sanctification)。2 

    靈修/ 靈命所謂何事呢? 一位系統神學及靈修神學的學者認為他 19 歲的女兒其

實已詞簡意賅地道出精義：「這是關於遇見超然的那位並被祂改變」。3 「結果」會包

括：生命更加活像基督、生命參與著上主更大的計劃/旨意。4 當提到靈修時，我們

很多時將關注放了在如何做 (要做 D 乜)，或者所用的材料/ 流程，以致有機會將「操

練」「活動」遮蓋了主角 — 我們超然又內住的上主，與祂擦身而過、或者未有真的

遇上了。毫無疑問，聖言(聖經)和祈禱是我們日常靈修生活中不能搖動的根本，過

程中有著聖靈的同在和導引。如加爾文所言：「現在我們對「信心」可有一個正確的

定義：如果我們稱它為對上帝對我們的仁慈的堅定和確定的認識，建立在基督白白

賜予的應許的真理之上，通過聖靈向我們思想上的啟示並烙印在我們的心中。」(Now 

we shall possess a right definition of faith if we call it a firm and certain knowledge of 

God’s benevolence toward us, founded upon the truth of the freely given promise of Christ, 

both revealed to our minds and sealed upon our heart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對上主

正確的認識，是靈命的基礎。 

上主是一位怎樣的上主，以致因而會怎樣一直更新、改變、陶造我們的生命呢? 

挺喜歡 Glen Scorgie、上文提及過的學者分享的三個維度，都是很值得期待和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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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遇基督：朝聖人生中的默念與盼望》，蔡貴恆著，基道出版社。 
2 同上。 
3  <A Little Guide to Christian Spirituality: Three Dimensions of Life with God>，Glen G. Scorgie, Zondervan.  
4 同上。 



 

實的信仰經驗。第一：上主是三一的、社群、結連是祂的本質，因而靈命首先是「關

係性」(Relational)的面向，這是 Christ with us (主與我們同在)：包括我們與上主個

人的情誼、亦包括經驗教會群體的美好。第二：上主是聖潔和完滿的，因而靈命有

「轉變性」(Transformational)的面向：這是 Christ in us (主在我裡面)：包括主復興我

們生命的聖潔、亦包括醫治我們生命的傷口。第三：上主是會行動的、祂創造、祂

照管、祂輓回，因而靈命有「召命性」(Vocational) 的面向：這是 Christ through us (主

透過/ 使用我們去作工)：主會幫助我們發現目的和意義、並體現個人召命這禮物、

為著祂也因著祂綻放生命力。5 

提到靈修/ 屬靈生命，相信大家對盧雲神父(Henri Nouwen)都不會陌生。盧雲神

父提到靈性塑造，說的並不是通向完美之道的階級或階段，而是藉著禱告自頭腦降

至心靈的律動 (movements)。這律動用不同的方式把我們和上帝、其他人和最真實

的「自我」(authentic self) 契合。靈性塑造需要我們進行一個走向心的內在旅程，雖

然這個旅程會引導我們走到群體中去事奉，但首先我們需要有內省的勇氣和坦然。
６

 

  同樣是天主教靈修中最廣為傳遞和體驗的是依納爵靈修 (Ignatian Spirituality)。

當中提到的默觀 (contemplation)，乃一種對上主的臨在/ 世間內在真相、愛的凝視(a 

long loving gaze at the Real/ real)。依納爵靈修鼓勵留意、碰觸、命名情感、情緒，並

邀請人在萬事萬物中找到上主的臨在、去玩味(relish)、品嚐(savour)、感恩。在依納

爵靈修傳統中，神人關係與我們人生的選擇是息息相關的，因為依納爵傳統的靈修

生活以效法基督為核心，重視一切能夠活出基督心懷的價值，因此，祈禱的果實是

行動：在生活中作「愈顯主榮」的選擇。
７

 

最後，願意我們都同時孕育一種 Be Still (靜止/住手)的胸懷 — 總是留有、騰出

空間給上主在我們和他者的生命作工。時而刻意暫緩擱置手上的工作，安靜退省，

察看上主的作為和敏銳祂對我們生命的提示引導。建立恩典的節奏  (Rhythm of 

grace)，
８

 先有晚上再有早晨，當我們睡著的時候，祂創造奇工未有停頓。保護我們

的上帝，不打盹也不睡覺 (詩一二一 4)，所以我們可以擁抱自己有 non-production(不

生產)的時候和安心。
９
這，是出於對上主的信任。 

  面對著愈來愈多掣肘的外在環境，願我們以上主賜予既堅韌又謙柔的內在生命，

繼續去愛；或順或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神真的與我們同在、神真的坐著

為王。珍重！（全文完） 

 

 

 

 

 

5 參同上。 
6《一棵樹栽在溪水旁：盧雲談靈性塑造》，亨利．盧雲、米高．基斯頓生、利百嘉．莉雅，宗教教育中心。 
7《默觀與行動之間—漫談依納爵靈修避靜》，思維靜院編寫委員會，思維出版社。 
8  <Working the Angles – the Shape of Pastoral Integrity>，Eugene H. Peterson，W.B. Eerdmans Pub. Co. 
9 同上。 



 

 

           

          崇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連皓晴 / 蘇家淳 / 謝駿麒 

 

讀  經                路 24:1-11 / 雅 3:1-12 / 路 24:1-11 

 

宣  道       「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 勒住舌頭 / 「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講 員         林偉漢執事 / 鄭詠怡宣教師 / 林偉漢執事 

 

回  應               建殿者的呼聲 / 我願我靈 / 建殿者的呼聲 

 

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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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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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駿麒 
林偉漢 
執事 

「為甚麼在死人中
找活人呢？」 
(路 24:1-11) 

鄧穎頤 

吳澤甜 姜群歡   
李鳳蘭 

羅偉成 

林峻廷 朱慕賢 何健偉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教會通告（27/7/2022） 

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收到兩位信徒於本週內確診新冠肺炎的消息： 

一位信徒曾於上週日（24/7）出席早堂崇拜和小組聚會，曾經逗留博康幼稚園禮堂及課

室。而另一位信徒於上週日（24/7）出席基禾堂的主日崇拜（早上 9:30-11:15） 

各堂崇拜後，教會都會安排工友作清潔及消毒地方，而因基禾堂和沙田堂上週日開始共

用一樓學生活動中心作崇拜場地。在崇拜轉接期間，教會都會進行清潔及消毒。 

故此請上週曾出席崇拜的信徒，留意自己身體狀況，若有身體不適，請立刻就診，並留

在家中休息。 

若發現確診新冠肺炎，請盡快通知教會教牧同工，讓其他信徒都可作出留意及預防。 

另外，若有信徒所住的大廈需要進行強檢，鼓勵信徒回來聚會前，請先自行作快速測試，

如呈陰性結果就可安心返教會聚會。 

願上主親自賜福與你們，身心健康和平安。 

堂主任：佘健誠牧師 

27/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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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午堂 

梁亦璇 

鄧穎頤 
宣教師 

困境中的盼望 
(珥 2:18-27) 

鄭詠怡 沙少區 
尹穎欣 

黎碧筠 黃沅蘭 

7/8 
早堂 

陳文豪 呂彩嫺 

胡佩琼 張玉珍 

徐金勤 
林德瑩 

陳偉業 黃麗𣶼 吳泳霞 

午堂 黎雪釵 鄭詠怡 沙旺區 

何錦培 

甄國文 朱慕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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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月財政報告，可於週刊內及教會網站查閱。 
3. 沙田堂特別會友大會於 21/8（日）週日午堂後（約下午 1 時正）舉行，地點為沙田培英中學

一樓學生活動中心。有關議程和通知信將本星期六日派發，請各會友預留時間出席，歡迎弟
兄姊妹列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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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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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機會 
把握報名 

https://bit.ly/3NsH4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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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22年 7月份堂委會議決摘要 

1. 追認接納執事會通過鄧穎頤宣教師的請辭，離職日期：2022 年 8 月 8 日。 

2. 通過行政助理李韋德弟兄以個人理由向教會請辭，離職日期：2022 年 10 月 1 日。 

3. 通過聘請一位幹事。 

4. 通過何梓峯弟兄申請神學基金。 

5. 通過接納執事會建議神學生週末實習津貼為每月$3,800 元，並由神學教育基金支付。 

https://bit.ly/3ov71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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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詞、曲：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宇宙的中心 耶穌 世界的中心 耶穌 

萬物都本於祢 屬於祢 歸於祢 祢是榮耀君王 

副歌：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渴望看見祢的彰顯 

呼求祢來翻轉 震動這土地 復興我們聖潔的熱情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同心高舉祢聖潔的名 

呼求天窗打開春雨不停息 我們呼喊歡迎君王降臨 

**大大張口 大大充滿 恩膏如雨 澆灌這地 

眼未看見 耳未聽見 渴慕更多看見祢的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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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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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me Jesus 只要耶穌 
Written by Camaryn Avers, Oscar Gamboa, Gabriel Gamboa, & Abbie Gamboa. Copyright by UPPERROOM 

1.I don't want anything but You 
You're more than every dream come true  

All of the things I thought I wanted 
Don't come close to knowing You 

Now that I'm Yours and You are mine 
Our love is the secret that I find 
I'll spend forever in the pleasure 
I've found looking in Your eyes 

Chorus: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2. More than silver more than gold 
You are the treasure that I hold 

Now that I've tasted of Your goodness 
Nothing else will satisfy 

(I don't want anyone else I don't need anything else 
You are my one thing You are my one thing) 

1.除祢以外 我什麼都不要 
擁有祢 比所有夢想實現 還要好 
我自以為想要的一切 
都比不上 真知道祢 
我屬於祢 祢也屬我 
尋著了奧秘 那就是祢我之間的愛 
凝視祢雙眼帶來的喜悅 
我願永遠停留 
副歌：我要耶穌 我要耶穌 
   世上所有 我都可捨棄 
   世上所有 我都可捨棄 
2.勝過金銀 
祢是我緊抓不放的珍寶 
當我嚐過祢的美善 
別的一切 不再是我的滿足 

(我不求別的 我不要別的 
祢是我的唯一 最終極的唯一) 

建殿者的呼聲 
曲、詞：朱肇階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 在祢安息之處大有榮耀 

認識祢的知識充滿遍地 像水遮蓋大海 掀起我心 更要渴想祢 

我還活時要稱頌祢 因祢領我出埃及地 

我要紀念主的約 因祢是信實 祢是耶和華以勒 

副歌：不依靠勢力 不依靠才能 惟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 

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 帶被擄的人歸回錫安 在聖所中如此瞻仰祢榮耀 

到那天我們就像做夢的人 聚集驚奇 神為我們行了大事 

祢的救恩不延遲 祢在我們中間 我們中間作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以馬內利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一切歌頌讚美 
曲：Niko Njotorahardjo 詞：蔣忠牧師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一切歌頌讚美都歸我主我的神 
祢是配得歌頌與讚美 

我們高聲呼喊 高舉耶穌之名 哈利路亞 
副歌：讚美主哈利路亞 讚美主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讚美主哈利路亞 讚美主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無言的讚頌 
詞、曲：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無言 無語 亦無聲音可聽 神的大能卻在世上知曉 
日頭冒升 又回歸於出處 神的恩惠又似日光普照 
副歌：諸天說述主的榮耀 穹蒼傳頌神大能力 

每日每夜發出詩句 讚美全能上帝 

全地宣告 
曲、詞：Noel Richards、Tricia Richards 

1.全地宣告 榮耀復活救世主  
祢是配得 救世主耶穌榮美 

2.我要宣告 榮耀復活救世主  
被殺羔羊 世人得與神和好 

副歌：祢是永永遠遠 在寶座上羔羊  
歡欣跪拜我主 我只想敬拜祢 

我願我靈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我願我靈 存活於十架裡默靜 話語也變得安寧 兩耳專心傾聽 
注目聖形 全情下俗世化泡影 心早預定讓主將旨意傾 

2.察驗我靈 從神的話語確認 願這心窩專主聖名 抹去虛假不敬 
聖話照明 潛藏著罪意也看清 此生命是主將之救拯 

副歌：求祢讓這生充滿信心 充滿耶穌生命 
願意祢聖血洗去 我心底的暗影 

除去內裏捆鎖 抹去苦楚 盼望基督導領 更清楚使命 從心底裏響應 
求祢讓這生充滿信心 充滿耶穌生命 願意祢聖血洗去 我心底的冷冰 
神我願撇開一切 困扼不計 用此生做証 叫今天世代 同得享這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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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將天敞開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祢 祢是榮耀君王 

副歌：天上地下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 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祢 

天上地下 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讓一切焦點轉向祢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日日夜夜 
曲：曾祥怡 詞：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耶和華 祢大榮耀降臨 在地上如天上的敬拜 

祢是我們的神 我們是祢子民 因祢榮耀 我不住敬拜 

2.我受造是為了敬拜祢 我受造是為了榮耀祢 

祢是我們的神 祢與我們同住 因祢榮耀 我不住敬拜 

副歌：聖哉 聖哉 聖哉 昔在今在永在 榮耀 榮耀 榮耀 配得頌讚愛戴 

聖哉 聖哉 聖哉 全地向祢跪拜 尊貴榮耀 都歸寶座羔羊 

**日日夜夜 不停獻上 禱告如香 不停升起 

日日夜夜 不停獻上 讚美獻祭 永不斷續** 

聖靈請祢來 Come holy spirit 
詞：City Harvest Church 曲：Caroline Tjen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Come Holy Spirit fall on me now 
I need Your anointing come in Your power 

I love You Holy Spirit You’re captivating my soul 
And everyday I grow to love You more 

Chorus:I’m reaching for Your heart  
You holy my life in Your hand 

Drawing me closer to You 
I feel Your power renew 

Nothing compares to this place 
where I can see You face to face 

I worship You in spirit and in truth 

聖靈請祢來充滿我心 
我需要祢恩膏來充滿我靈 
聖靈啊我好愛祢 我的心讓祢牽引 
而每一天 我要更深愛祢 
副歌：我要追求祢主  

我將生命獻給祢 
      牽引我更親近祢  

祢大能更新我靈 
無人能與祢相比 
主我仰望祢的榮面 
我敬拜祢 在靈與真理裡 

十架的冠冕 
曲、詞：伍偉基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路是難走 但比起祢的十架路 我今天算甚麼 來起身再走過 

遇著痛苦 祢亦經過世間苦與樂 祢的救贖愛海 我得勝和釋放 

副歌：凝望著十架的冠冕 仰望祢渡過每天 

祢體恤我的軟弱 明白我親身處境 

無論遇著困苦憂愁 祢亦會在我身邊 

祢興起我的生命 我今得到信心 面對挑戰 

建殿者的呼聲 
曲、詞：朱肇階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 在祢安息之處大有榮耀 

認識祢的知識充滿遍地 像水遮蓋大海 掀起我心 更要渴想祢 

我還活時要稱頌祢 因祢領我出埃及地 

我要紀念主的約 因祢是信實 祢是耶和華以勒 

副歌：不依靠勢力 不依靠才能 惟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 

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 帶被擄的人歸回錫安 在聖所中如此瞻仰祢榮耀 

到那天我們就像做夢的人 聚集驚奇 神為我們行了大事 

祢的救恩不延遲 祢在我們中間 我們中間作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以馬內利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日、三十一日(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員：林偉漢執事 
講題：「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經文：路加福音 24:1-11 

1. 七日的頭一日，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料來到墳墓前， 
2. 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了， 

3. 她們就進去，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 

4. 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衣服放光。 
5. 婦女們驚怕，將臉伏地。那兩個人就對她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

人呢？ 

6. 他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當記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 

7. 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 

8. 她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 

9. 便從墳墓那裏回去，把這一切的事告訴十一個使徒和其餘的人。 
10. 那告訴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亞拿，並雅各的母親馬利亞，還

有與她們在一處的婦女。 

11. 她們這些話，使徒以為是胡言，就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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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日、三十一日(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題： 「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講員： 林偉漢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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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週日早堂) 
講員：鄭詠怡宣教師 
講題：勒住舌頭 
經文：雅各書 3:1-12 

1. 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作師傅，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2.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

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3. 我們若把嚼環放在馬嘴裏，叫牠順服，就能調動牠的全身。 
4. 看哪，船隻雖然甚大，又被大風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隨著掌舵的意

思轉動。 

5. 這樣，舌頭在百體裏也是最小的，卻能說大話。看哪，最小的火能點著

最大的樹林。 

6. 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也能

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裏點著的。 
7. 各類的走獸、飛禽、昆蟲、水族，本來都可以制伏，也已經被人制伏了； 

8. 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 

9. 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的，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神形像被造的人。 
10. 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裏出來！我的弟兄們，這是不應當的！ 

11. 泉源從一個眼裏能發出甜苦兩樣的水嗎？ 

12. 我的弟兄們，無花果樹能生橄欖嗎？葡萄樹能結無花果嗎？鹹水裏也不
能發出甜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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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週日早堂) 

講題： 勒住舌頭 講員： 鄭詠怡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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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幫助我們在這時勢中能更多明白主的旨意，更多被聖靈光照，

認罪悔改，過聖潔的生活，並常常聆聽主，與祂交談，靠主賜的信心和能力作成主

的工，經歷主奇妙的作為。 

2. 求主賜福我們，當身處香港中，面對疫情的肆虐、政治和經濟的轉變，加上近年出

現移民潮，社會上充滿許多困難和負面情緒，身為基督徒，求主幫助我們在似乎受

限中，緊記上帝從來沒有離棄或放棄我們，以堅韌又謙柔的內在生命，繼續去愛；

或順或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經歷神真的與我們同在、神真的坐著為王。

祂常常看顧和保護我們，此時此刻更加要與恩主緊緊連結，以致我們能依靠上帝面

對這時代的轉變和挑戰，並在這個艱難的時刻，能堅守信仰，見到主的榮耀！ 

3. 著愈來愈多掣肘的外在環境，願我們以上主賜予既堅韌又謙柔的內在生命，繼續去

愛；或順或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神真的與我們同在、神真的坐著為王。

面對 

4. 求主帶領教會行進主的旨意中，在商討明年教會主題，教會發展的路向…，更加敏

銳主的指引，經歷主的同在，同心竭力建立合神心意和榮耀主的教會！ 

同工： 

1. 請為李韋德弟兄禱告，求主保守他未來的事奉方向，能當一個柔和謙卑，有智慧的

主僕。 

2. 請為蔡碧翠姊姊祈禱，她於 1/8（一）做左眼手術取回早前放入的鏡片。求主保守

她手術及康復過程，眼睛不受損傷和感染。 

肢體： 

1. 請為盧梁水金姊妹代禱，她已出院回家休養，求主保守她有好的康復，健壯的身心

靈，腳步穩當，經歷主恩！主祝福要照顧她的家人，經歷主的能力！ 

2. 請為患病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賜他們執掌上帝給他們的權柄，禱告祝福保護自己，

並敵擋撒但在他們的身心靈所做的影響和攻擊，靠主得力和得勝！ 

香港： 

1. 請為最近於紅館舉行的演唱會發生意外而受傷的人士代禱，求主醫治他們的身心

靈，能有好的康復。並為於現場或視頻目睹的觀眾代禱，求主撫平和安慰他們的心，

脫離這情景（可能有創傷後遺症）帶給他們情緒的困擾和不安，並在有需要時求助！

求主垂憐和幫助樂隊和樂迷能面對和過渡這難關，能享主賜的安穩。 

2. 香港現在確診人數不斷攀升，求主幫助政府精準地做好防疫和抗疫的工作。求主幫

助公營的醫護面對繁重的工作和確診病人時，求主加添力量予他們應對人和事，主

保護他們和病人免受感染。並求主賜智慧予病房主管能妥善安排醫護的工作，減低

他們的壓力！求主激勵市民用心和盡心地防疫和抗疫，使疫情早日回落。 

3. 求主保守各行業要在高溫下長時間工作的人士，有合適的方法避免中暑，並讓良心

老板能作出適當的調配，保護員工的健康，並能兼顧工作的進度！ 

4. 有炎熱的天氣下，感恩！有教會開放地方，提供冷氣，讓街坊可以在那裡避暑，求

主賜智慧給眾教會在疫情和酷熱天氣下，如何可以盡用主賜的資源，服侍社區，分

享所有，關心居民，經歷主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