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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主任封面文章             整全的福音                佘健誠牧師                                        
  過去筆者多用「四律」和「三福」作為傳福音的工具，故每次向人傳福音時，總會將
一個完整福音內容與人分享，然後給人選擇，現在是否願意相信耶穌？因此，當時我理解
「福音」是關乎人如何處理自己的罪孽和終極生死的消息和問題，最重要人在福音上願意
相信耶穌，得著永生的禮物，免受永刑之苦。但聖經所講的「福音」是不是只有這些呢？
若是，主耶穌在三年傳道的事工上，只需要單單宣講「福音」信息就可以，不需要做其他
事工。 
  「福音」原文是 euaggelion，是「好消息」的意思。在希臘文大詞典中，講出這好消
息可指：1. 神的國度在地上降臨或被建立；2. 藉著耶穌基督得著救恩的好消息；3. 宣佈
上主的恩典已在耶穌基督裡顯明，信者得享在基督裡；4. 耶穌基督所言，所行，及其受
死證明祂是彌賽亞，祂的言行、受死的故事被稱為福音或喜信。無論如何，這是主耶穌的
福音／好消息，正如馬可福音所說：「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福音是這樣開始的：」（可一
1，新漢語譯本） 
  近代有聖經學者試從第一世紀猶太及希羅文化背景及和當時讀者的處境來重新理解
聖經中所講「福音」的真正意思。「福音」這希臘文是來自舊約聖經以賽亞書所說：「報
好信息的錫安哪，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的耶路撒冷啊，要極力揚聲。揚聲不要懼怕，對猶
大的城鎮說：看哪，你們的神！」（賽四十九 9，和合本修訂版）經文兩次講出「報好信
息」，這好信息就是新約聖經所指的「福音」，經文論及向錫安及耶路撒冷報好信息，這
好信息就是上主向以色列民宣講安慰的信息，就是以色列民將歸回耶路撒冷，上主必復興
以色列民，重新作他們的上主，他們重新作上主的子民，上主的統治要復臨大地，要將世
界更新，撥亂反正。也正是馬可福音的作者指出主耶穌是以賽亞書所預言降臨大地的彌賽
亞，「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所記着：看啊，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頭，預備你的路；在荒
野裏，有呼喊的聲音：為主開路，修直他的道！」（可一 2-3，新漢語譯本） 
    另外，路加福音的作者，刻意在主耶穌開始傳道的時候，記載一段有關主耶穌對自己
「事奉的宣言」，聖經說：「耶穌來到他長大的地方拿撒勒。他照自己的習慣在安息日進
了會堂，站起身來要唸聖經。有人把以賽亞先知的書卷遞給他。他展開書卷，找到這段經
文，上面寫着：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膏立我去向窮人傳福音；他差遣我去宣告，被擄
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他差遣我去宣告主的恩年。」（路四 16-19，
新漢語譯本）這是天國降臨及上主在地上統治的情景。更何況，當施洗約翰被捕之後，主
耶穌出來宣講神的福音時，祂不並是說：「信耶穌，得永生，免滅亡。」而是說：「時候
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要悔改，相信福音！」（可一 15，新漢語譯本）故此，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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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上傳福音時，是強調上主的國降臨，祂將要統治全地，作全地的君王，萬民要遵行祂
的旨意。而啟示錄的異象裡，更講出有天使宣告有永遠的福音傳給各國各族各方各民，大
聲說：「你們要敬畏神，把榮耀歸給他！因為他審判的時候到了，你們要敬拜創造天、地、
海和眾水泉源的那一位！」（啟十四 6-7，新漢語譯本） 
    綜合以上的論述，有聖經學者認為「福音」的重點，不是關乎我們如何相信耶穌，得
到永生和赦免的好消息，而是關乎上主的統治（神的國）的來臨，祂的應許要臨到地上的
好消息。前者以人終極命運為中心，後者以上主的統治在地上為中心。其實，這個看法跟
第一世羅馬世界對「福音」理解一樣。考古學家曾發掘出公元第一世紀，亞細亞的總督非
比阿斯（Paulus Fabius Maximus）立碑文《普利尼碑文》（The Priene Inscription），這碑文
以「救主」稱呼亞古士督，並謂其出生或生日為世界帶來的「福音／好消息」。其內容大
慨「指出因奧古士督充滿了使人類受益的美德，故人把他當作救世主，他可以結束所有的
戰爭並安排所有事情，他令世界帶來和平和幸福，故亞古士督（神）的生日或出生是世界
的好消息／福音的開始。」故此，當時羅馬皇帝亞古士督的福音與耶穌的福音是對著幹，
他們理解耶穌是地上另一位君王，難怪使徒保羅在帖撒羅尼迦的傳道，被當地的人認為是
「傳另一個王耶穌。」（徒十七 7，新漢語譯本），並認為當時的信徒（第一世紀的信徒）
是搞亂天下或顛覆世界的人。 
  原來「福音」是宣告神國的來臨，上主要在地上作王，統治萬邦，而不是單單宣告「信
耶穌，得永生」的好消息，因此，基督徒應以「整全的使命」來完成上主交託我們的任務，
不單用說話，也以行動和生命來見證神國的臨在，上主是全地的君王。教會要透過宣講、
服侍、聖禮、敬拜、甚至殉道，來表現神的國的臨在，神的統治和主權已進入這個世界，
成為這世界裡的一個新秩序。正如第一世紀的基督徒堅信主耶穌基督是主是王的時候，不
惜被社會反對和排斥，甚至被世人逼迫和殺害，他們甘願付上殉道的代價，也要見證上主
是全地的主宰和君王。的確，第一世紀的基督徒，他們不單努力向人傳講悔改的信息外，
在窮富懸殊的世代中，他們關懷及幫助貧窮的人，給他們一杯涼水，服侍弟兄中最小身上，
就是做在主身上（太廿五 40）；在淫亂的世代中，他們過著聖潔的生活，不被世俗沾染
（帖前四 3）；在不公不義的世代中，他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主同行（彌
六 8）；在講求身份及階級的世代中，他們之間不分猶太人與希臘人，不分自主的為奴的，
不分男和女，在基督裡是合而為一的，成為弟兄姊妹，過著平等，互相尊重和彼此相愛的
團契生活（加三 28）；在講求個人利益和權力鬥爭的世代中，他們實踐犧牲、捨己和尊
主為大的生活（路一 46，太十六 24），甚至他們抗拒世上一切的罪惡和被扭曲的文化和
價值觀，總言之，第一世紀的基督徒，他們所做的一切，與當時社會是背道而馳，難怪他
們遭受社會的逼迫和殺害。 

今日教會及信徒，應效法第一世紀的基督徒，實踐「整全的使命」，不應單單關心信
主的人數和教會自身的發展，也要向世上宣告上主的國降臨，願上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透過我們一切的言行和生活，見證上主的國在人間，上主是天地萬物的主宰。
其實近代不是福音會議中，強調教會要擔負「整全的使命」，教會不能單單傳福音，也同
時要活出信仰的見證，這包括對社會公義和慈惠的承擔，這一切不是教會的事工，而是福
音的整全。 

 
 

參考書目及文章： 
 
1. 整全福音≠整全使命？！怎辦？。關浩然傳道。燭光網絡 62 期，明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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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梁亦璇 / 陳文豪 / 趙振江 

 

讀  經                     詩 23 / 林前 10:23-33 / 詩 23 

 

宣  道                感恩頌 / 基督徒行事為人的原則 / 感恩頌 

         

講 員             宋軍牧師 / 佘健誠牧師 / 宋軍牧師 

 

回  應                     詩篇 23 / 愛的真蹄 / 如飛的一生 

 

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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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午堂 

梁亦璇 宋軍牧師 
感恩頌 

（詩 23） 
鄭詠怡 沙少區 

尹穎欣 

陳錦儀 黃沅蘭 

4/9 
早堂 

陳文豪 
佘健誠 
牧師 

基督徒行事為人
的原則（林前
10:23-33） 

鄭詠怡 

陳少英 林昭菀 

吳小燕 
羅偉真 

黎燕妮 何梓峯 吳泳霞 

午堂 趙振江 宋軍牧師 
感恩頌 
（詩 23） 

鄭嘉慧 沙旺區 

何錦培 

朱慕賢 江樹棠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目的：讓人人都參予，祝福沙田堂在 40 年裡滿有主恩。 
參加資格：只要你有任何一樣東西均有 4 字及 0 字便可參加, 

例如：你的身份證、住址、電話、年齡、身高體重等，都可參加。 
途徑：「在面書 facebook」大家每天要留意，隨時有人會 tag 你，你便可以祝福沙田堂了。 
方法：1, 可做一個相同的動作 4 次，例如：拍 4 次手、跳 4 次、掌上壓 4 下等不同的創意動作; 2, 完

成動作後便說：「#沙田堂 40 週年生日快樂」。 
日期：9 月 14 日~10 月 23 日

 

內容：與沙田堂走過的日子（有感恩的元素） 

字數：不多於 1000 字（可附照片） 

交稿日期：9 月 25 日或之前 

*稿件可交給辦公室或電郵給教會 

若有任何查詢，可聯絡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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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午堂 

梁亦珩 
佘健誠 
牧師 

基督徒行事

為人的原則

（林前

10:23-33） 

鄭詠怡 

佘健誠 

沙奮區 

沈沛 

鄭嘉慧 鄭詠怡 杜穗菁 陳淑彥 

11/9 
早堂 

趙振江 

葉智軒 
弟兄 

異象人生 — 
我們的馬其
頓異象 

（徒 15:36-
16:10） 

鄭詠怡 

佘健誠 
鄭素雲 陳少英 

郭寶賢 
林德瑩 

謝駿麒 呂彩嫺 
羅偉真 

陳偉業 張敏儀 梁秀英 

午堂 尹鳳蓮 鄭嘉慧 

王桂芳 

沙龍區 

羅偉成 

鄭嘉慧 鄭詠怡 
區俊英 

高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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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神學科副教授宋軍牧師蒞臨證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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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神學生葉智軒弟兄由今星期六（3/9）開始至明年（2023 年）5 月在本堂作週末神學實
習，實習牧區：沙綠區，謹代表教會歡迎他並請大家記念他在本堂的實習和服侍。 

5. 由下星期日（11/9）開始，因暫時未有需要，週日早堂崇拜在博康 no.5 的轉播的轉播暫停，
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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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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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衡牧師（建道神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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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果當天沒有滿額，可以即時參與。 

，也可以網上報名參加此研討會。

https://bit.ly/3NPlzz9 

https://bit.ly/3NPlzz9


 

 

 

 

 

 

 

 

 

 

 

 

 

 

 

 

 

 

 

 

 

 

 

 
 



 

《火種精兵系畢業生見證分享》 
     

 

感恩！有兩位弟兄姊妹參加了由香港細胞小組教會網絡主辦的「火種精兵系」

(School of Basic Discipleship，簡稱 SBD)為一年制晚間証書課程，重點在於挑旺

信徒追求成長和火熱佈道的心志，讓學員能行在真理中，活出耶穌門徒的動力，在

社會及家庭中為鹽為光。目標是： 

1. 建立生命質素 

2. 培養佈道和服事的生活習慣 

他們完成課程後，有不少的學習和體驗，現分享如下： 

沙奮區 何梓峯(Toby) 

  上年我參加了火種精兵系課程（一年制）（逢星期二晚），報讀的原因是想親近

神以及為未來讀神學做準備。然而，神有這一年的祝福超乎我所想。 

  在課程中最大的得著是認識了不同教會的弟兄姐妹，建立了同行的關係。 

  因為來自不同的教會，大家在讀經與分享時會有很多新的啟發。在學習功課同

日常生活的話題上，大家亦會互相提醒同守望。 

  此外，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家人般，有空我們會去對方的教會，彼此支持同鼓勵。

在當中，我很感受到靈裏的合一，不會因來自不同教會而變化。基督的身體只有一

個，我們要以 One Body, One Church 為目標。 

  另一個得著是學會主動，今年 2 月因為疫情轉了網上學習，但我們沒有因此停

了聚會，反正更主動地舉辦了不少網上祈禱會，為疫情及世界各地禱告。 

  在火種精兵系課程中，每個人的心都會被燃起，對基督門徒之間的關係和生命

的「重量」更了解。不少弟兄姐妹決定畢業後會報讀全時間課程，更有些會全職宣

教，不要因年齡同工作限制了你。因為在天父裏面，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器皿。 

  透過這次分享，很渴望可以燃點每個人的心，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不單聽道，更

要行道。在這個時代，我們或許都被太多新聞去麻目了我們的愛，但求天父使用每

一間教會去成為燈台，去點燃每一個人的生命！ 

 

 

 

 

 



 

沙奮區 馮麗媚 

信主十多年來，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是個教會的「老油條」，我的生命是停滯不前

的。直至網上短宣裏，認識了一班 MTC 的 SDM 的隊友。我從他們的生命中看到他

們讀過這個課程後，生命得到改變，我也期望我的生命得到轉化，因此，被鼓勵下，

我就報讀了 MTC 的另一個課程，SBD。 

    SBD 改變了我的教會觀。馬保羅牧師講到教會。我們常常對教會指指點點，說

出教會的不是，但馬牧師提到，教會是被耶穌召集的一班人，是基督的身體，教會

是我們每一個信徒。我們是藉著教會，打破現實，神的恩典臨到，透過我們改變教

會的不足。我們有怎樣的教會觀，就會結出怎樣的果子。但願我們有更愛教會的心！ 

    SBD 中的 MBTI 課程讓我知道神創造我的價值。在香港這個社會追求的是實際、

為人要主動才是「好」的，容易在工作上「上位」。但學院的教導都把我帶回神的身

邊，神的肯定裏面，讓我知道我不需要在社會中尋找那份被肯定；而神的肯定才是

生命中最重要的。 

    SBD 課程非常強調「去」，這是實踐聖經教導的重點。我可以擁有很多聖經上

的知識，但若果只是在「口」說而不實踐，我們就很難被人看到我們是耶穌的門徒。

SBD 課程中，有很多需要實習和外展的機會，讓我有機會把聖經的教導活出來。 

    願沙田堂眾兄弟姐妹，可以在靈命上有更新，在至聖的真道上建立教會。 

 

 

備註：若參加新一屆「火種精兵系」： 

https://www.ccn.org.hk/sbd 

於 15/9 或之前報名，仍會接受面試，如有查詢，請聯絡王桂芳牧師 

 

 

 

 

 

 

 

 

 

 

 

https://www.ccn.org.hk/sbd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Shekinah 榮耀 

中譯詞：IHOP中文事工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我等候祢 我等候祢 我等候祢 走進這裡 

(在這裡等候祢的同在 在這裡等候祢的同在 

Shekinah 榮耀降下 Shekinah 榮耀降下)(X2) 

副歌：全然釋放 祢寶貴聖靈 Shekinah 降下來 Shekinah 降下來 

**1.You move 我們要更多 You speak 我們要更多 

You move 我們要更多 完全得著祢** 

**2.渴慕祢 (X6) 渴慕祢聖靈** 

連於祢 
詞、曲：方文聰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要常在祢裡面 要常在祢裡面 凡有耳可聽 便應當承認 

祢常在我裡面 我要常在祢裡面 凡有耳可聽 便快快的聽 

副歌：離不了祢 我是枝子 祢是葡萄樹 連於祢 在你恩手那有難成事 

願你修剪 我頑逆的枝節 清洗我 最深的不潔 

(清洗我潔淨我 祢愛充滿我) 

詩篇 23篇 
曲：王暹康 專輯：搖滾主耶穌 版權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朱頭皮音樂所有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 引領我走義路 

副歌：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祢與我同在 祢的杖祢的竿 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的面前 祢為我擺設宴席 

祢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 (使我的使我的) 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 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一生的恩惠 
曲、詞：李漫渟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讓我俯伏在祢面前 深知祢會領我走過 (X2) 

(縱使試煉逃不過 低谷高山中要攀過 

祢的杖祢的竿 都安慰覆庇我 讓我知道不是我一個) 

副歌：我抬頭 是祢親手領我到青草地去 

繫我在豐盛恩惠 使我靈魂甦醒 

祢應允 陰間必不可把我遮蓋 因祢用油膏我頭 覆庇我 

**一生祢的恩惠隨著我 仍然愛我到年老時陪著我  

祢的信實祢的自由 縈繞我 

十架的福樂永扶持我 眼淚訴說祢的恩典不間斷 主啊我多麼感激祢**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敬拜上帝 

曲：吉中鳴 詞：區晨熾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來敬拜上帝 來讚美上帝 榮耀至尊彰顯於世間 

來敬拜頌讚 全聖潔上帝 完備救恩千載到萬世 

萬口讚奇妙 稱頌祢 創造大能遍宇宙穹蒼 

來敬拜上帝 齊獻上活祭 傳頌我主恩典到萬世 

萬膝獻呈 
曲、詞：霍志鵬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者使團所有 

萬膝獻呈 敬畏主神 歷世普天蒼生皆俯拜 

萬口讚揚 祢永掌權 萬眾一心唱頌見證祢 

神愛滿載 更新我心 令我歡欣 堅剛心膽壯 

神永至聖 恩深至廣 讓我感恩 讚頌永致敬 

以馬內利 
詞、曲：Bob McGee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神同在 彰顯於我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2.我深愛祂 我深愛祂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神同在 彰顯於我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3.滿心歡欣 滿心安慰 在心深處 神必與共 

心歡欣 滿心安慰 是主看顧 晝夜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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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真諦 
曲：簡銘耀 經文：林前 13:4-8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家的惡 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凡事要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齊共去宣告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齊共去宣告救主已臨在當中 齊共去宣告祂的尊貴與聲威 

齊共去宣告基督將仇敵踐踏 齊共去宣告祂恩手正彰顯 

**讓我心自由 讓我得釋放 讓我衝開捆鎖頌讚著祢名字** 

副歌：願舉起雙手 讓我讚美主偉大 願舉起雙手 讓我傳揚神救恩 

You Alone Can Rescure 
Lyrics and Music by Matt Redman and Jonas Myrin Copyright by Thankyou Music 

1.Who, oh Lord, could save themselves Their own soul could heal? 
Our shame was deeper than the sea Your grace is deeper still 

*And You alone can rescue, You alone can save 

You alone can lift us from the grave 
You came down to find us, led us out of death 

To You alone belongs the highest praise* 
2.You, oh Lord, have made a way The great divide You heal 

For when our hearts were far away Your love went further still 
Yes, your love goes further still 

**We lift up our eyes, lift up our eyes You’re the Giver of Life(X4)**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曲、詞：方文聰  編：Philia Yuen 版權屬Worship Nations X玻璃海樂團所有 

1.主 祢是我亮光 是我生命的保障 

主 祢是尊貴 祢是可畏 是我的高臺 

2.主 祢是我牧者 是我生命的安慰 

主 祢是拯救 祢是寬恕 是我的盾牌 

*抬頭吧 別再被勞役 降服吧 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 獲釋放祢國要彰顯* 

副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 

我要不惜一切 順服祢訓示 盡情地 獻上 作活祭 

如飛的一生 
曲、詞：方文聰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我以一生尋求你面 

時光不要跑 轉眼成空 誰可矜誇 萬有在手中 

副歌：求教我數算 我的日子 願我選上 這不壞冠冕 

年日有多少 年華可老掉 如飛的一生 當敬畏主 

神教我數算 恩典日子 願信心堅壯 遵主旨意 

來讓我展翅 強如香柏樹 餘生 侍奉我主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九月三日、四日（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員：宋軍牧師 
講題：感恩頌 
經文：詩篇 23 

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

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

遠。 

大綱： 

一、 1-4節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二、 5-6節 耶和華是我的東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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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日、四日（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題： 感恩頌 講員： 宋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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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九月四日（週日早堂） 
講員：佘健誠牧師 
講題：基督徒行事為人的原則 
經文：哥林多前書 10:23-33（新漢語譯本） 

23. 「甚麼事都可以做」，但不是甚麼事都有益處。「甚麼事都可以做」，但不是甚麼事都
造就人。 

24. 誰都不要求自己的好處，卻要求別人的好處。 
25. 在肉食市場所賣的一切，你們儘管吃，不要為良心的緣故查問甚麼， 
26. 因為「地和地上所充滿的都是主的」。 
27. 如果有不信的人邀請你們吃飯，你們又願意去，那麼，擺在面前的一切，你們儘管吃，

不要為良心的緣故查問甚麼。 
28. 但假如有人對你們說「這是獻過祭的」，為了那告訴你們的人，並為了良心的緣故，就

不要吃了； 
29. 但我說的良心，不是指你自己的，而是指那人的。為甚麼我的自由受別人的良心評斷呢？ 
30. 如果我存着感恩的心而吃，為甚麼還要因我所感恩的食物而被人毀謗呢？ 
31. 所以，你們吃也好，喝也好，做甚麼也好，事事都要為榮耀神而做。 
32. 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還是神教會裏的人，你們總不要使他們絆倒； 
33. 正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討眾人的喜歡，不求自己的好處，卻求多人的好處，為要使

他們得救。 

本論： 
（一） 對人：為人好處而行（林前 10:23-30） 

（二） 對神：為榮耀神而行（林前 10:31-33） 

（三） 總結： 

思考問題： 

1. 為別人好處而行與一味遷就別人，兩者有甚麼分別？請分享。 

2. 這樣的行事為人的原則，對你來說，有甚麼困難？你又如何克服這些困難？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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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二年九月四日（週日早堂） 

講題： 基督徒行事為人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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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體會上帝在這時代的作為，更深明白上帝的旨意，更多

經歷主的塑造和改變，活出主給沙田堂的命定！ 
2. 求主幫助教會要擔負「整全的使命」，教會除了傳福音外，也同時要活出信仰

的見證，這包括對社會公義和慈惠的承擔，三方面需要平衡。 
3. 求主幫助我們實踐基督徒行事為人的原則：對人：為人好處而行；對神：為榮

耀神而行。 
4. 請為新地方的裝備籌備工作禱告，現有弟兄幫忙出一份報價規格，供我們用

來出標書用的資料，是包括標書用的圖則，出完標書後，然後找 3-5 間裝修
公司進行報價，求主保守整個過程順利。 

5. 堂慶活動：講座（17/9）、堂刊徵稿（25/9 截止）、「40」週年 tag 埋你（14/9-
23/10），感恩崇拜和聚餐（23/10）等，求主激勵弟兄姊妹一起參與，共證主
的恩惠！ 

6. 請為同工會現商討教會明年事工中心代禱，求主賜智慧和指引，能按著主的
心意而行！ 

7. 請禱告記念沙勉區有肢體舉家移民，求主保守他們在外國的適應，並在當地
見證主榮耀神。 

8. 請為沙少區代禱：禱告記念於九月份開學的組員，祝福他們有新的適應和調
節，過程中能認識自己的限制及強項，有適當的調整。在聖靈的引領之下能在
新一學期中認識到新朋友，在各科目的學習上能集中和專注，能提起學習興
趣及好奇心，能準時交功課，經歷恩典滿滿，有愉快的新學期。 

9. 請為聘任幹事代禱，求主預備合適的弟兄姊妹，加入行政團隊，發揮所長，恩
賜配搭。 

同工： 
 求主保守李韋德弟兄和家人，在新一學年中偕主同行，盡心事奉，作主忠僕。 
肢體： 
1. 請為從事教育工作的弟兄姊妹代禱，在新的學期開始，求主幫助他們更多從

主得力和智慧去面對繁重和忙碌的工作，有好的團隊，彼此配搭，賜他們健壯
的身心靈，作息均衡，經歷主的信實和大能在他們的工作中，與主親密聯繫，
同工和同行！求主的愛充滿他們，有著主的愛去關心學生，建立生命。求主賜
褔他們的家庭，更深有主豐盛的恩典！ 

2. 請為在學的弟兄姊妹代禱，特別是升幼稚園、小學、中學或大專/大學的，有
好的適應，有美好愉快的學校生活。求主賜他們在新學年中，有主賜的智慧和
悟性讀書，有好的良師益友同行，除知識增長，生命同樣成長，常常親近倚靠
主，見證榮耀主，並與同學分享福音，為學校禱告，讓主親臨當中掌權。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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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