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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主任封面文章     沙田堂專題研討會後的個人反思      佘健誠牧師                                                                       
前星期（2022 年 9 月 17 日）沙田堂 40 週年堂慶專題研討會完滿結束，今

次專題研討會的主題：動盪社會中的教會發展初探。大會講員將這個主題推演為：
Reinvent to Reform。Reinvent 是重新發明，重新發現或重新認識的意思，這個「重
新」不是指從不認識至認識，而是已認識，不過透過重新令事情變得更加暢順、
快捷和有效，其目的是 Reform，這字的意思是重新形成，重新成型或重新建構形
態，即所謂「革新」或「改革」。講者用這個概念來論述香港教會，講員認為現時
香港教會有些習而為常的事情，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重新發現和重新建構其形態，
以致造成不同的效果和革新。 

首先，講員表示現時香港教會身處的大環境有三個：就是「離堂潮、移民潮
和離職潮」。「離堂潮」是近年教會流行的用語，昔日若有信徒離開教會，我們便
認為這些信徒就是離開和背叛上主和自己的信仰，但講員認為根據一些研究數據
和他所認識的，極多的信徒在這十年內，與自己的教會的關係變得愈來愈平淡和
疏離，甚至最後離開禮拜堂／堂會，但他們沒有離開上主和信仰，依然自稱為基
督徒和與自己相熟的弟兄姊妹一起讀書、分享、祈禱和查經等，甚至講員指出現
時經常出席教會聚會的信徒，只佔香港信徒的少數，這情況在這十年內更是明顯
的，甚至有牧者發出一個問題，就是「教會需要信徒，但信徒是否需要教會？」
這個問題和離堂潮的現象值得香港教會的反思。其次「移民潮」，這是不爭的事
實，比 80 年代和 97 前的移民潮更甚，因為近年的移民的門檻比以前低，加上香
港的推力大，導致更多香港人選擇移民海外，包括信徒在內，故香港教會因移民
潮，令教會人數明顯下降，甚至失去許多教會牧者、領袖和信徒，成為今日香港
教會的困難和挑戰。最後是「離職潮」，這是指教牧同工的離職、轉職和身份轉
變，所謂身份轉變，是指該教牧同工在星期六日仍在教會作服侍，但平日轉回作
與教會或傳道無關的工作，這樣令香港教會缺乏教會同工，講員更指出近期「時
代論壇」的招聘廣告非常爆滿，他們曾經調查過去八月份，香港至少有 200 間教
會作出招聘廣告，包括聘請主任牧師、牧師、宣教師和福音幹事，甚至有些教會
刊登很久的招聘廣告，仍然未請到合適的教牧同工，無論如何，這「三潮」帶給
香港教會不少的衝擊。 

從這個大環境裡，講員認為今日香港教會究竟面對甚麼事情呢？他認為今日
香港教會正面對一場宗教、政治、文化的大洗牌……。在教會層面：現時香港教
會在整體或許多見到內部的現象，就是教會內耗和內鬥，這不是指權力鬥爭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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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取利，而是純粹大家意見，想法和路線不同，但大家各持己見和互不相讓，執
著自己的看法，導致教會將許多精力花在這個無謂的爭拗中，另外，教會與政治
強權關係糾纏不清，並以信仰的中心和最終權威自居，專注於保護自身利益，也
認為沒有返教會的信徒是自甘墮落，遲早離開上主，故此，令許多信徒，包括前
線教牧同工對教會諸多不滿，多有退場或自立門戶。                                              

在社會層面：香港教會現面對翻天覆地的媒體革命，令信仰知識唾手可得，
更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形態，於是，現時香港信徒可以透過互聯網聽到世界各地知
名度講員的信息和信仰知識，而這些信息和知識比自己堂會牧者所講質素更高，
故減低他們回教會聚會的意欲。這情況與五百年前宗教改革時期相似，當時教廷
腐敗，令許多領袖和信徒不滿，加上當時的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許多領袖，如
馬丁路德，加爾文和慈運理等人，紛紛退場，自立門戶，建立今日的基督新教或
更正教。 

  宗教改革的結果，就是 1. 權威轉移（power and authority shift），教會失去
詮釋信仰的權威地位，也失去宗教權力；2. 中心旁落（decentred），本來的中心
（教會）不再是中心，出現大量分散的『小中心』，如馬丁路德建立一些小中心，
加爾文又建立一些小中心。講員個人認為我們正經歷一場始於 2020 年代的宗教
改革，傳統意義上的『堂會』可能不再是信徒信仰生活的中心，因此，講員認為
堂會牧者的角色（pastoral role）會轉變／衰退，而教會存在的形態（mode of ex-
istence）也會轉變，其實歷代教會都不斷轉變，一百年前教會與現在教會都不一
樣。最後，講員發出一個挑戰，就是「誰人需要教會？」，年輕人需要教會嗎？人
需要教會嗎？500 年前，歐洲人需要教會嗎？講員認為視乎怎樣界定教會？他個
人認為如果教會 = 固有模式下的『堂會』，那麼人們真的未必需要教會，不過，
如果教會 = 信仰上主的、跟隨基督的群體，學習和實踐與世俗不一樣的生活價
值，那麼人們必然需要教會。故今日香港教會要思想的問題是，今日教會裡面，
有甚麼核心價值不必然存在，不能移走，若將這些拆倒或移走，這就不是教會，
但其他事情就可以拆倒或移走或革新的，以致教會更能承載和牧養弟兄姊妹的需
要。 

  雖然講員只呈現現今教會的現象和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沒有講出實質的解
決方法（可能解決方法是按每間教會情況而定），但他的講論及兩位回應嘉賓的
回應，是值得我們在信仰上的反思，筆者聽完這場專題研究會後的感受和反思如
下： 

1. 停止教會內耗和內鬥，攜手推動教會事工。 

雖然教會不論領袖之間或信徒之間，都要有良好的溝通和討論，並要容許和

接納不同意見和聲音，但若有人過份執著自己的意見，就會容易造成無止境

的爭辯，並內耗彼此之間的時間和精力，導致推動事工上停滯不前和舉步難

行。世上沒有一個完美的改革方案，只要大家同心推動和實踐，教會自然有

所發展和進步。 

2. 教會不可固步自封和妄尊自大，要謙卑聆聽。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才是教會的元首，因此，教會的領袖只是上主的僕

人和佣人，不可固步自封和妄尊自大，以為教會所決定的一切都是對的，信

徒理應跟隨和順服，也不要指責離開堂會的信徒，將一切責任歸究在他們身



 

上，理應自我反醒，以謙卑的心聆聽信徒的需要和明白他們的處境、感受和

困難，教會要與信徒同行，讓信徒感受教會而來的關心和牧養。 

3. 教會需要信徒，但信徒是否需要教會？ 

這是筆者很大的反思，教會是由屬上主的人組成的，信徒在教會是互為肢體，

信徒之間理應齊心建造這個身體，讓身體漸漸成長，但若堂會只固步自封，

沒有發揮教會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在這世上作鹽作光，成為明亮的燈台的話，

堂會就會令許多信徒失望，信徒就會離開堂會，對他們來說，他們不需要教

會。 

4. 教會必須要改革／革新，以致能回應信徒和社會的需要。 

其中一位回應嘉賓論及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中，一般人只留意基督新教／更正

教的建立和發展，以為當時的教會（羅馬天主教）仍然固然自封和這麼腐敗，

但今日的羅馬天主教仍然屹立不倒和發展迅速，甚至她們在一些事情上，值

得今日基督新教／更正教所學習的。究竟原因何在？原來當時羅馬天主教眼

見許多神職人員紛紛 

退場和自立門戶，並有大量信徒的流失，而當時羅馬天主教沒有自步自棄和

自怨自艾，而是積極進行內部的改革，她們前後舉行二屆梵蒂崗大公會議，

第一屆於 1869 年舉行，第二屆於 1962-1969 年是持續幾年的會議，會議目

的是對教會各方面制度和事情，進行反思和改革，務求教會能回應信徒和社

會上的需要，其中一個最大的革新是教會以往在彌撒只用拉丁語，改為用當

地的方言進行，讓當地的信徒能明白整個聚會。故此，現時香港教會面對種

種的困難和挑戰，必須進行反思和改革，以致香港教會能回應信徒和社會的

需要。 

5. 教會不應只顧自身利益發展，而不顧及人和社會的需要。 

一般香港教會都十分注重自身的利益和發展，強調領人歸主和造就門徒，這

樣，令教會的人數和財力不斷增多，或有些教會都會注重社區服侍和關懷，

但對社會種種不公不義的事情，是不聞不問和漠不關心，給人感覺是教會專

顧屬靈的事情，屬世的事情不是她們關心的範圍，但主耶穌在世，不是這樣

劃份的，祂在出來傳道時，宣告祂來世和傳道的目的，就是「主的靈在我身
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 18-19）
更何況主耶穌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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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教會要在社會上有好見證和關心人與社會的需要。 

6. 要關心和牧養留港和仍在教會聚會的信徒。 

縱使近年有許多信徒因種種原因離開香港或離開教會，但仍有一班選擇留守

香港和仍參與教會聚會的信徒，教會不能忽視他們的需要，尤其是心靈上的

需要和可能存積許多負面的情緒，教會要作他們的聆聽者、陪伴者和同行者，

並要凝聚他們一起建造教會，在這世代見證上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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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召 

 

敬  拜                        梁亦璇 / 蘇家淳 / 謝駿麒 

 

讀  經                         利 19:9-18 

 

宣  道                             好鄰舍的模範 

         

講 員                       鄭詠怡宣教師 

 

回  應                 求祢復興我們 / 煉淨我 / 求祢復興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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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午堂 

梁亦璇 

鄭詠怡 
宣教師 

好鄰舍的模範

（利 19:9-18） 

謝駿麒 沙 TY 區 
陳錦儀 

黃浣蘭 陳淑彥 

2/10 
早堂 

蘇家淳 呂彩嫺 

袁海梅 黃麗𣶼 

黃靜仁 
李偉禾 

黎燕妮 黃麗𣶼 張敏儀 

午堂 謝駿麒 鄭嘉慧 沙旺區 

何錦培 

甄國文 朱慕賢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22 年 9 月份堂會摘要 

１． 通過 2023 年堂委選舉候選人邀請的名單。 

２． 跟進沙田堂 40 週年堂慶暨新牧師聚餐的籌備及進展情況。 

３． 跟進新堂址佈置小組有關裝修的籌備及進展情況。 

４． 跟進 2023 年教會事工中心的重點及方向。 

５． 跟進 2023 年教會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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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 
午堂 

鄭嘉慧 

佘健誠 
牧師 

如何對待貧窮人

（利 25:35-43） 

呂彩嫺 沙綠區 
黎碧筠 

朱銘珊 待定 

9/10 
早堂 

鄭嘉慧 呂彩嫺 

袁海梅 黃麗𣶼 

黃靜仁 
林德瑩 

黎燕妮 黃麗𣶼 梁秀英 

午堂 葉智軒 謝駿麒 沙星區 

羅偉成 

何健偉 江樹棠 

劉啟聰弟兄及彭嘉瑜姊妹結婚典禮   
8/10/2022 (日) 下午 2 時 30 分， 

假中華基督教會聖光堂舉行， 

請大家禱告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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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日 10 月 9 日起，週日午堂崇拜回復上午 11:00 舉行，沙苗區亦同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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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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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2022 年度按立牧師感恩崇拜 
日期：202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７點                                    網上直播：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 

注意：進入中文大學校園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作登記及 

使用「安心出行」，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 

求。 

當晚另設網上直播，可登入：

https://sl.hkcccc.org/commission2022。 

**崇拜中將有八位宣教師按立為本會牧師，其中兩位是本堂鄭詠怡宣教師和謝駿麒

宣教師，誠邀各位弟兄姊妹出席和觀禮，一起見證他們按立為牧師，同頌主恩。**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４０週年堂慶暨新任牧師就職感恩聚餐 

日期：10 月 23 日 

時間：晚上 6:00 至 10:00 

地點：馬鞍山海澄軒海景酒店 天澄閣中菜廳 

收費：$500（成人） 

   $300（18 歲以下學生或 60 歲以上長者） 

3 歲以下小童免費（基於防疫條例，每席只容納一位 3 歲以下小童）  

*崇拜後可在招待處購票* 

https://sl.hkcccc.org/commission2022


 

 

 
 

同心同行延伸使命經烈火煉終成瓷器 

 

竹信(9)：這麼遠、那麼近！ 
 

「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母耳記上 16：7 

  

二十周年宣教晚會 

因為疫情，近年大型活動取消，聚會人數有限，從而顯生網上聚會、祈禱會、崇拜等

等聚會，各人身在家中、路途上，都能參與。據非正式估計，網上參與比實體出席人數多，

其次是參與者身處海外的約 15-20%。話說回來，上一次聯合聚會是竹居台聯合崇拜，數

年前以網上方式進行，近年已經分散到各堂舉行「竹居台主日」。今次的舉辦竹居台宣教

晚會，為疫情的緣故、為要更大場地、為要更多人出席、同時又能見到不同的工人，所以

今次的聚會，移到網上進行，10 月 25 日(二)晚上 7:30，詳情、報名方式請經以下連結

「這麼遠|那麼近 (adobe.com)」，相信這次聚會的方式，能參與的工人，是史無前例的

多，請勿錯過。 

回應與同行 

感恩過去二十年，我們差出不少的工人，現時工人分散在不同的地區服侍，亦有豐富

年資及經驗。其次今年我們有總幹事的出現，有專人跟進及推動各堂參與竹居台的事奉，

關心工人在外、回港及疫情下的需要。因此促使我們聯想到，弟兄姊妹、工人可以如何參

與及投入竹居台，上期提到「跨文化工人培育計劃」，就是把以上兩個的群體結連，期望

明年 2023年開始讓你報名，一起為天國打拼。 
 

同心投入宣教事工：祈禱、關心、奉獻 

 記念在外工人多有患上新冠肺炎的，求主保守他/她們的康復。 

 為協會籌備「二十周年宣教晚會」活動祈禱。 

 求主使用不同工人的分享短片，鼓勵大家參與差傳大使命。 

 協會本年目標奉獻為$180萬，暫收$84萬，鼓勵 2000位肢體認獻，每位$900。 
 

奉獻方式：(FPS、支票) 
1. 轉數快：166043489 (Chuk Kui Terrace Association Limited) 完成轉數，把螢幕撮取，

WhatsApp 90617000，並給予以下資料** 

2. 支票抬頭「竹居台協會有限公司」，寄香港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12 樓 B 室，支

票背後寫以下資料**。 

** 姓名、堂會、認獻：$900、手機號碼 

 



 

 

 

 

 

 

 

 

 

 

今年是竹居台註冊 20 周年，協會將於 25/10(二)晚上在 ZOOM 舉辦《這麼

遠、那麼近》感恩晚會，屆時將邀請在港和在外的工人一齊出席，跟眾弟兄姊

拉近距離相聚、數算主恩、彼此激勵、一起禱告、集氣前行。 

下面連結是晚會的詳情和網上報名表格： 

https://express.adobe.com/page/fdbKOLW6Hbyxx/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同工鄭嘉慧宣教師。電話：2646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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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獻頌揚 
詞、曲：薛騰鼒 版權屬譜頌音樂所有 

請張開雙手稱讚上帝 將心歸向全能上帝 

心中響往主聖潔上帝 感恩頌讚獻給主 

因祂的供應恩典中盡獻 祂的寬恕常常勵勉 

祂的看顧分秒也未變 祂的厚恩沒改變 

副歌：我渴求 上帝恩典裡逗留 我渴求 每天向祢尋求 

獻頌揚 上帝恩如此多麼深厚 獻奉感恩獻上所有 

讓我 
曲：謝鴻文 詞：劉淑莉 版權屬房角石音樂工作室所有 

祢用重價救贖我 使我脫離罪惡河 叫我這不配的人憑信得救 

祢賜聖靈幫助我 使我勝過老舊我 祈求恩主領我邁向屬靈高峰 

讓我讚美非僅美詞 讓我敬拜非僅方式  

讓我服事非靠雙手 而禱告非僅用口 

讓我愛人不要虛假 讓我待人由心而發  

讓我學習順服 以聖潔為裝飾 

此生順服 
曲、詞：清泉 

還在母腹那時祢已把我看顧 能往哪裡方可逃避祢靈 仍無法躲避祢的愛 

尋遍世間珍寶 剩下苦澀倦容 唯有祢永不改慈愛引導 勝過所有 

副歌：順服於祢腳前 才能勢力甘願拋棄 唯獨是祢 我一生所愛 我至寶 

願我此生此世剩下呼吸心跳屬於祢 年月共祢 歷經生死 無可媲美 

*四面受敵也可歡喜 心裡作難仍可頌讚  

至暫至輕的苦楚與將來榮耀怎可相比* 

**我如浮塵瞬間消散 短暫歲月誰可掌控 晝夜裡數算我的分秒 全在祢手裡** 

求祢復興我們 
曲、詞：柳慧敏 

1. 謙卑察驗我內心 清心接近祢座前 痛悔心靈靠祢釋放 因有人為我代求 

基督因祢接納我 叫我能常傳頌祢 行為誠實 樂意代求 愛高舉祢 

2. 請主潔淨我內心 天天貼近祢面前 以祢的靈教我寬恕 醫治人並接納人 

恩主因祢賜憐憫 我眾人能尋著祢 誠然離罪 願意復和 悔改歸祢 

副歌 1：就在這世代裡 求祢復興我們 願祢眾肢體 同屈膝 無惱恨無忿怒 

同心意同禱告 愛中成長 榮耀祢的聖名 願我眾生和睦似天國靠近祢 

副歌 2：就在這世代裡 求祢復興我們 為祢獻雙手 齊高呼 神祢是王 永是王 

得勝全得勝 我主耶穌 求祢復興教會 令這社會同步進天國讚頌祢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我們成為一家人 
詞、曲：陳逸豪 版權屬有情天音樂世界所有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兒女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國的子民 

副歌：1. 因著耶穌得潔淨 因著耶穌入光明 因著耶穌同受復活的生命 

同享生命的喜悅 同在主愛中連結 因著耶穌同受豐盛的產業 

副歌：2. 因著耶穌同敬拜 因著耶穌蒙慈愛 因著耶穌彼此恩慈來相待 

或在喜樂中歡唱 或遇苦難同哀傷 因著耶穌同渡人生的風浪 

求引領我心 
曲：Ruth Heflin 詞：凌東成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求引領我心 願盡我心敬拜永活神 

求引領我心 願為祢傾出心中愛慕 

求引領我心明白主恩 跟主愛深深結合 

衝開心捆綁 一心愛著祢 

雲上太陽 
詞：吳幸肅、巫婧茹 曲：巫婧茹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無論是住在 美麗的高山 或是躺臥在 陰暗的幽谷 

當祢抬起頭 祢就會發現 主已為祢我而預備 

雲上太陽 它總不改變 雖然小雨灑在臉上 

雲上太陽 它總不改變 哈 它不改變 

感謝耶穌 
詩集：聖徒詩歌短歌集，299版權屬美國見證出版社所有 

感謝耶穌因祢愛極深  

感謝耶穌祢恩典廣大 

揚聲歌頌主祢聖名 讚美又讚美不停 

祢是我的一切 祢是我主 

煉淨我 
詞、曲：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煉淨我 使我更像祢 吸引我 使我更愛祢 

所有夢想和驕傲都放在祢腳前 我要完全順服  

副歌：獻上生命 完全為祢用 放下自己 願祢得榮耀 

全心跟隨 活出祢呼召 父神我只願為祢活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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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敬拜 
曲、詞：Tim Hughes中文譯：趙芬妮 

1.光輝的主來為我驅走黑暗 今天終於看得見 

恩主美善令我心多敬仰 共渡千載永不變 

2.將主高舉傳萬世祢是王 萬物宇宙祢擁有 

拋開尊貴塵世雖主所創 願為愛來賜拯救 

副歌：高舉起我雙手 我下跪我敬拜 高呼基督是活著的神 

永配受頌揚的主 美麗善良恩主 祢是乾涸中滴滴甘霖 

(罪疚太多走向滅亡 痛苦懲罰基督擔當 罪疚太多走向滅亡 痛苦懲罰基督擔當) 

保守我心 
曲、詞：朱肇階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1.現處至高者的隱密處 我誠然向祢坦露我的呼喊 

就算禍患纏繞我 災害掣肘我 我要單單愛神 捉緊主更多 

2.或有聲 或無聲 嘆息的禱告 祢也就近 眷顧 傾聽 我一一細訴 

如若有天 國與國之間 殺戮的聲音遮蓋我耳朵 我也堅信我神 不分畫夜 與我同在 

副歌：我要保守我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 一生中每道泉源 全由心中發出 

直湧到我靈深淵與聖靈深淵 不住呼應  

永生神 以洪濤漫過我身 無盡恩典似浪覆庇我心 

主祢是我力量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副歌：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高臺 堅固磐石我信靠祢必不動搖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避難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求祢復興我們 
曲、詞：柳慧敏 

1. 謙卑察驗我內心 清心接近祢座前 痛悔心靈靠祢釋放 因有人為我代求 

基督因祢接納我 叫我能常傳頌祢 行為誠實 樂意代求 愛高舉祢 

2. 請主潔淨我內心 天天貼近祢面前 以祢的靈教我寬恕 醫治人並接納人 

恩主因祢賜憐憫 我眾人能尋著祢 誠然離罪 願意復和 悔改歸祢 

副歌 1：就在這世代裡 求祢復興我們 願祢眾肢體 同屈膝 無惱恨無忿怒 

同心意同禱告 愛中成長 榮耀祢的聖名 願我眾生和睦似天國靠近祢 

副歌 2：就在這世代裡 求祢復興我們 為祢獻雙手 齊高呼 神祢是王 永是王 

得勝全得勝 我主耶穌 求祢復興教會 令這社會同步進天國讚頌祢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十月一日、二日 
講員：鄭詠怡宣教師 
講題：好鄰舍的模範 
經文：利未記 19:9-18 

9. 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 

10. 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

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11. 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可彼此說謊。 

12. 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 

13. 不可欺壓你的鄰舍，也不可搶奪他的物。雇工人的工價，不可在你那裏

過夜留到早晨。 

14. 不可咒罵聾子，也不可將絆腳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

耶和華。 

15. 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

只要按着公義審判你的鄰舍。 

16. 不可在民中往來搬弄是非，也不可與鄰舍為敵，置之於死。我是耶和華。 

17. 不可心裏恨你的弟兄，總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因他擔罪。 

18. 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月一日、二日 

講題： 好鄰舍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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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祂用生命的活水澆灌弟兄姊妹，並在他們裡面湧流，充滿他們

乾渴的心靈，翻轉、潔淨和醫治他們的生命，更深經歷生命的更新和改變。 

2. 求主賜福和更新弟兄姊妹的生命，更多親近主，有柔軟的心，明白和裝載主的道，

有信心和能力實踐真理，活出天國子民的生命，建立主的國度！ 

3. 求主賜福和幫助教會，止住內耗和內鬥，攜手推動教會事工，並能謙卑聆聽。 

求主帶領和幫助教會改革／革新，以致能回應信徒和社會的需要，不應只自顧自身

利益發展，而顧及人和社會的需要。求主指引和更多關顧和牧養留港和仍在教會聚

會的信徒，發揮恩賜，作鹽作光！ 

4.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在學組員的屬靈生命成長，在主裡渴慕追求，生命得以被建立，

堅持活出真理，不被世俗文化同化，在學校裡能有力地為主作見證，發揮信徒的影

響力。 

5. 請為新堂址佈置小組祈禱：該組負責整個新地方的設計及裝修的統籌，求主給各成

員有聰明和智慧，並有專業知識去完成這巨大的工程。 

6. 40 周年堂慶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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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請為同工會、執事會和堂會商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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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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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禱告記念呂彩嫺宣教師的女兒一家大小感染冠狀病毒後，身體仍然虛弱，特別是

女婿眼睛受影響，外孫仔腸胃不適，易吐瀉，求主憐憫。 

肢體： 

1. 莫苑珮姊妹(苑萍 Ida 執事的妹妹)於 25/9 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並求主帶領和

保守 29/10 的喪禮籌備，讓家人更深經歷主的愛和盼望，主恩滿滿！ 

2. 沙綠區陳健偉 Rice 弟兄的母親於 27/9 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並求主帶領和保

守 23/10 的喪禮籌備，讓家人更深經歷主的愛和盼望，主恩滿滿！ 

3. 請為沙奮區劉啟聰弟兄和彭嘉瑜姊妹將於 8/10（六）舉行婚禮，求主讓他們以禱告

進入主婚盟的關係，求主賜智慧給他們和各工作人員籌備婚禮，願神保守當日一切

順暢！願出席婚禮的親友能感受和見證神的愛！求主帶領親友更多認識主耶穌，信

靠祂！他們在上帝的祝福，在眾親友見證下，共訂婚盟，求主預備他們身心靈進入

人生新階段，常依靠神和尋求神，靠著主的能力和所賜的信心，適應婚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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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為患病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醫治和保護他們，靠主常常喜樂，超越病患和環境

的影響，能專心仰賴主，經歷主的同在！ 

香港： 

 感恩！有教會透過冬令會的講員分享，感動了逾百名的弟兄姊妹回應呼召，願意接

納及照顧 SEN 這個特殊群體。主耶穌說:「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

是接待我」（太 18:5）。祈願更多教會能「看見」這特殊群體的需要，以愛心和行

動彰顯主的真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