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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細語

抗衡文化的健康教會

王桂芳牧師

感謝主！讓我遇上這本書「抗衡文化的健康教會」
，這是使人啟發反省、激勵和實用的書。現代
人都好想身體健康，這是我們每個人所想望的，我們同屬教會的群體，我們有沒有期望教會健康呢？
教會健康會如何呢？我們活出主的豐盛和能力，在時代中，在身處的群體中見證榮耀主。這書是以
文化（生活方式，）的角度和焦點來講解「教會抗衡文化」，藉此建立教會健康的體質和展現！
看這本書的內容，就好像為沙田堂體檢，看看是否活在健康的狀態，作為這群體的一份子，願
我們也一起活出主的旨意和豐盛。
「抗衡」指對抗敵對勢力，這力度好猛烈，其實是要刻意和極大的決心去做。
「文化」意指世俗
文化，與基督教的價值觀相異，有偏差。所以耶穌提醒門徒：你們身處世界，但不屬這世界、求天
父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參約 17:14-16）保羅也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
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2，當我們面對世俗的誘惑、蒙蔽，
甚至是攻擊和沖擊，就要決意堅定地抗衡、抗拒它！現簡述如何「抗衡文化」：
（一） 建立「合一」的文化：
1. 建立「看重關係」的文化，建立彼此關係/一起生活先於/重要過「事工、聚會、節目、活動」和「成
就」，要委身群體生活。
2. 建立「教會是我家」文化：需要有永不放棄的愛、愛到底，建立兩代合一的文化，以彼此同理和
欣賞，抗衡「兩代對立」。
3. 建立「不怕衝突」的文化：不逃避、不害怕衝突和爭吵，透過神的話語和聖靈的幫助，以屬靈的
方式反應每個人或事。
（二） 建立「人人皆祭司」的文化：
1. 建立「看重普通人」的文化：上帝揀選普通人（參林前 1:26-31；士師記）看重他們對神的信心、
忠心、順服和受教的心來成就祂的工作，「上帝不揀選偉大的人，而是揀選人來證明祂的偉大」。
2. 建立「看好人」的文化：「看好自己，為主發夢；看好別人，為人圓夢」，重視建立人勝於建立事
工，訓練自己成為看人優點的發現者
3. 盛載這文化的教會架構：教會轉型成為以「牧養、門訓（非課程，而是一對一門訓）
、小組生命體」
，
人人作屬靈父母、參與小組生命體（非形式）等。
（三）建立「向下移動」的文化：耶穌的生命就是向下移動的生命（參看腓 2:5-8），建立「謙卑」
（學效主耶穌的謙卑服侍，參約 13:3-5）
、學習跟隨、做僕人領導，服侍乃是「順服、謙卑和侍候」
（四）建立給予的文化：施比受更為有益，喜歡「給」，這是恩典，而非「得」
（五）建立積極信心的文化：「異象先行」、「量出而入」，從困難鍛鍊出真實的信心。
基於紙短話長，只能勾劃出書的內容的鳳毛麟爪，求主激勵我們去詳細閱讀和與人分享、討論，
並靠主加以實踐，願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們當中，更多屬靈的渴慕，更深經歷生命在主裡的翻轉和
翻新，一起建立健康的教會。
後記：這書內容十分豐富，其書的特色是：有理論和講解，
不同牧者和學者經驗之談，並有見證及真實的故事（堅做到
的），除文字表達外，還有短片（透過二維條碼 QR code），
有小組討論問題等，這實在是不可多得的書。
*王天佑著•王利民指導 《抗衡文化的健康教會》2021 以琳出版社
*附《抗衡文化的健康教會的摘錄》的二維碼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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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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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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南宣教士祈禱會(實體或 zoom)
日期：11 月 27 日（週日）
時間：下午 3:30-4:30（香港時間）
內容：與宣教士（石昱）⼀起祈禱，為他們、哈⼩和 DIS 籌辦禱告，經歷主的同在

！

*地點：筲箕灣潮人生命堂（筲箕灣東大街 108A 景輝大廈地下 B 座，正門入口在望隆街）
*若以 zoom 參加，請聯絡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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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通告（2022 年 11 月 11 日）
香港特區政區宣佈由下週四（2022 年 11 月 17 日）起，宗教場所／學校將
由「疫苗通行證」下的「主動查核」處所改為「被動查核」處所。換言之，教會
對進入宗教場所人士無須主動檢查及記錄他們的疫苗通行證，而持「黃碼」人士
也可進入，當然執法人員仍會進行隨機抽查。
故由下週四（2022 年 11 月 17 日）開始，弟兄姊妹進入博康幼稚園或沙田
培英中學聚會時，請仍繼續使用安心出行，而持「黃碼」的人亦可進入，但本堂
不會主動檢查及記錄大家的疫苗通行證，敬請留意。
雖然現時防疫措施再放寬，但每天仍有數千宗確診 2019 冠狀病毒，故請弟
兄姊妹多加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盡量避免去人多擠迫的地方，若有不適，請立
刻就診，並留在家中休息。若發現確診 2019 冠狀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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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022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恩典之洋
曲、詞：Joel Houston Matt Crocker Salomon Lighthelm 中文譯：周巽光、李曉茹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祢在水面上呼喚著我 跨入未知 深怕失落
在奧秘中當我尋見祢 在深海裡 我仍站立
副歌：我全心呼求祢聖名 我的眼單單仰望祢 大海翻騰
我卻安息 在祢懷裡 因祢屬我 而我屬祢
2.水深之處 祢恩典湧流 祢手掌權 牽引著我
就在我深陷恐懼軟弱 祢永不失手 扶持著我
**聖靈引領 使我信心沒有界線 讓我能行走在水面 呼召我快跑跟隨
祢牽引我 讓我更深與祢同行使我信心更加堅定 在我救主同在裡**

Way Maker
Songs and Lyrics By Osinachi Okoro Copyright By Integrity Music

Chorus: (You are) Way Maker, Miracle Worker 副歌：開路者 神蹟創造者
Promise Keeper Light in the darkness
持守盟約 黑暗中的光
My God That is who You are
我神 祢從未改變
That is who You are That is who You are(X2)
祢從未改變 祢從未改變(X2)
** Even when I don't see it, You're working **即使我未看見 祢在動工
Even when I don't feel it, You're working
即使我沒感覺 祢在動工
You never stop, You never stop working(X2)**
祢不停止 祢不停止運行(X2)**

Good Good Father
Songs and Lyrics by Chris Tomlin Copyright By Ssixstepsrecords

Chorus: You're A Good, Good Father It's Who You Are(X3)
And I'm Loved By You It’s Who I am(X3)
Bridge: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to Us

甦醒教會
曲、詞：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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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聲
曲、詞：清泉

全地震動 眾山傾倒於海心 我決不會動搖 大海匉訇 眾水擊打於我身 我要高歌讚頌
日頭昏暗眾星無光 我仍渴想等候 秋雨降下看見甘霖 各族各方唱出新歌
副歌：眾山歡呼 列國頌揚 這歌聲宣告 祢必拯救 眾水順服 萬邦俯拜我主
叫天歡喜 叫地快樂 遍地也高舉祢 我神永遠與我同在
鼓瑟響起 號角吹奏 這歌聲呼喊我主得勝 眾心甦醒 站穩於這救恩
止息刀兵 直到地極 世代已歸於祢 我王的國度降臨
(縱然無花果樹未發旺 葡萄樹拒絕結果 神恩典讓我收割喜樂
看着田野竟漸變荒漠 羊群也盡都消亡 但神大愛為我栽種盼望)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我一心稱謝主
曲：C. Fraysse Bergese 專輯：晨間默禱（一）版權屬萬國敬拜與讚美所有

我一心稱謝主 傳揚祢的作為
至高者 我要因祢歡喜快樂 我要歌頌祢的聖名
我一心稱謝主 傳揚祢的作為
至高者 我要因祢歡喜快樂 哈利路亞
副歌：我要歌頌主 祢奇妙的聖名 哈利路亞
我要歌頌主 祢奇妙的聖名 哈利路亞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曲、詞：馮鑑邦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有限公司所有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同來讚美高舉主的榮耀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全然敬拜寶座面前 深深讚頌祢
副歌：來舉雙手頌唱哈利路亞 唯有祢施恩典捨身拯救
獻奉我聲音我雙手 我的一生都要讚頌
榮耀都歸於主基督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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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世界之光
詞：曾祥怡、游智婷 曲：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 世界的盼望 唯一的真光 照亮一切黑暗
耶穌 道路真理和生命 配得至聖尊榮到永遠
副歌：萬國萬民齊來敬拜 在聖潔的光中 高舉耶穌基督的名
天上地下齊來敬拜 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祢 世界之光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主祢永遠與我同在
曲：Bo & Elsa Jarpehag 中文詞 ：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危難臨到我信靠祢 深知祢必領我渡過 祢信實為我堅持到最後
當暴風雨向我靠近 有祢同在我不至畏懼 祢是我的牧者 我所依靠
每個夜 每一天 我知祢永遠在身邊
副歌：主祢永遠與我同在 在祢裡面沒有改變 祢的堅定 從昨日 到今日 一直到永遠
靠祢豐盛應許站立 我的未來在祢手中 堅固磐石 全能真神 我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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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
曲、詞：劉頌賢 版權屬 Milk & Honey Worship 所有

光除掉黑暗 但亂世裡充斥了頹垣敗瓦 祢可否聽到我呼喊
祢榮耀降臨 號召祢的子女同負十架 角聲在全地奏響
(萬世君王 從黑暗世代 綻放出光芒 覆蓋這地方
被擄得釋放 瞎眼今得看見 願我心更新意念 聽見祢差遣)
副歌：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 從末世仰望祢 必有迴響
請讓我看見 心力全然奉獻 能在這荒土忠心作戰 全是祢恩典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 從末世仰望祢 求被祢差遣
願我們興起 國度榮耀屬祢 主光芒今統領這地 合一歸祢
[萬世君王 從黑暗世代 綻放出光芒照亮著前路
被擄得釋放 瞎眼全然看見 願我心抓緊信念 見證祢恩典]

因著信
曲、詞：盧永亨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憑信 他離別吾珥 因信 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 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 贏到祝福 換了名字
憑信 他行近紅海 因信 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 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 仍敬拜上帝 發誓至死不改
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 憑信放聲呼喊 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裡靜待 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憑信 他們懷著憑據 因信 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 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
講員：李偉良宣教士及韓昱宣教士
講題：堅忍的信心
經文：希伯來書 10:35-11:1 (和修版)
35. 所以，不可丟棄你們無懼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
36. 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可以獲得所應許的。
37.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必不遲延。
38. 只是我的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縮，我心就不喜歡他。」
39. 我們卻不是退縮以致沉淪的那等人，而是有信心以致得生命的人。
希伯來書 11:1
1. 信就是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對未見之事有確據。
大綱：
1. 信=有把握，有確據。
2. 信=剛強壯膽
3. 信=忍耐等候
4. 我選擇: 信，從始而終

----------------我的回應----------------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
講題： 堅忍的信心
講員： 李偉良宣教士及韓昱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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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堂 2022 年第四季裝備站課程
系統神學
面對世界許多的異端和教派，我們必須裝備自己，清楚了解自己的信仰，以致能
辨別真假，避免在信仰上有所偏差，故系統神學是將聖經內的神學有系統地分類
和研究，讓學習者清楚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內容和特點，知道我們所信的是甚麼。
講師：佘健誠牧師
日期：2/12，9/12，16/12，23/12，30/12，6/1（週五）
時間：晚上 8:30-10:00
方式：Zoom 網上授課
學員要求：1.信主三年或以上
2.完成栽培課程
費用：$20
截止日期：27/11
日期

課堂內容

2/12

導言

9/12

啟示論

16/12

神論

23/12

創造論

30/12

人論

6/1/2023

罪論

網上報名：

https://bit.ly/3DTctQi

「關懷探訪訓練」學習班
這課程透過導師（資深護士）的講解和經驗教導參加者全面的關懷探訪的學習，讓他們能
學以致用，祝福長者，分享主愛。
日期：4/12/2022-19/3/2022（週日）
網上報名：
時間：下午 2:00-3:30
導師：羅偉真執事
地點：博康幼稚園
學員要求：有志於學習和實踐關懷探訪
或看顧長者的陪伴者/親屬
參加方式：參加十課，有更完備的訓練和學習，
也可按所需參加不同單元
費用：$20
截止日期：27/11/2022
https://bit.ly/3WuCBbu
查詢：王桂芳牧師
日期

課堂

課堂內容

第一單元：上門探訪及電話慰問的技巧
4/12/2022

第一講

18/12/2022

第二講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2.4

介紹「關懷探訪訓練」課程內容
關懷探訪目的
探訪者的裝備
溝通的技巧
分組 (支援與代禱)
電話慰問
如何安排探訪活動
跟進安排
分組 (支援與代禱)

第二單元：認識老年人
1/1/2023

第三講

8/1/2023

第四講

15/1/2023

第五講

認識老年人 - 心理的轉變過程
生理的轉變過程
認識「慢性疾病」(一)
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中風
認識「慢性疾病」(二)
痛症、少肌症、腦退化

第三單元：陪伴者的角式和認識資源
5/2/2023

第六講

19/2/2023

第七講

26/2/2023

第八講

5/3/2023

第九講

19/3/2023

第十講

生命教育 - 積極面對人生
陪伴者的角式
認識「居家安全」- 家中陷阱提示
認識「復康用品」- 使用須知
認識社區資源 -長者中心/日間中心/健康中心/支援小組/
照顧者支援小組/長者福利
陪診技巧：陪診者須知/醫療記錄的用處及保管/覆診須知
正確管理「藥物」
量度血壓 - 血壓是什麽、學習正確量度血壓
運動與健康 - 帶氧運動、呼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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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光照我們的生命，常常親近主，認罪悔改，警醒禱告，主潔淨我們，脫離一切邪情
私慾，過聖潔生活！
2. 求主賜我們在主裡更大的信心，信心是有主的確據和把握，因著信能剛強壯膽地面對任何
的轉變和挑戰，並能忍耐等候主的作為，並能選擇從始而終的堅持，經歷主的同在和恩
典！
3. 求主幫助我們建立「抗衡文化的健康教會」，從自己的生命開始，多走一里路。建立「合
一」的文化、建立「人人皆祭司」的文化、建立「向下移動」的文化，建立給予的文化和
建立積極信心的文化，求主的旨意成就在我們當中，更深經歷生命在主裡的翻轉和翻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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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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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求聖靈光照我們的生命，常常親近主，認罪悔改，警醒禱告，主潔淨我們，脫離一切邪情
私慾，過聖潔生活！
博康幼稚園：
8/11 完結了教育局的評核，感謝主！評核人員對學校的管理，支援學童，學與教(尤其是
戲劇教學)都有高度的評價，亦給予她們一些正面的建議，這對團隊們很大的鼓舞和肯定，
求主繼續賜恩加力給她們，作成主的工，見證榮耀主！
李偉良、韓昱宣教士：
請為泰南但以理國際學校代禱，計畫明年八月開學，目前特別需要為以下項目禱告：
1. 求天父預備學生。目前有二十二位學生表示要報讀，我們第一年的目標是八十八。 求天
父賜我們我們智慧宣傳，讓更多人認識 DIS。學生足夠的話，財政壓力就可減輕。
2. 求天父保守學校建築及時完工。原計畫一月底完工，目前承建商初步申請延長施工時間至
三月。
3. 求天父保守學校牌照的申請過程順利。
4. 學校初期營運、太陽能供電和深水井計畫、獎學金計畫等預算合計尚需 1000 萬港幣，求
天父預備。
5. 求神預備有宣教心志的合資格老師。
堂委：
1. 請為李偉禾弟兄代禱，求主幫助他可以好好完成今年堂會的服侍，同時有開始思考明年堂
會的身份和角色。
2. 請為劉子麒弟兄和家人代禱，1. 他的輪班工作時間不穩定，需要好好適應，求主給智慧
和能力調整生理時間。2. 太太身體時常不適，睡得不好，求主醫治。3. 太太的大舅父在
十月底離世，求主安慰家人。
3. 請為鄭俊文弟兄的太太 Cherry 的爸爸代禱，他剛做完手術，希望他早日康復！
香港：
1. 新冠疫情大流行三年，傳統的宣教工作也產生了範式轉移。華福總幹事董家驊指出 : 「當
我們想派宣教士去東南亞，卻發現原來有那麼多東南亞人就在我們當中。」
2. 祈願我們都看見這宣教範式的轉變，就在本地懷着一個跨文化邊界的心，發展本地的宣教
事工，同樣達致將福音帶到萬民中去的果效。
3. 請為尼泊爾事工代禱，現需要教會和弟兄姊妹參與服侍，接觸和關心學生，他們當中有信
了主，需要有穩定的教會生活和栽培成長！求主激勵香港教會參與，建立生命！
世界：
南韓首爾梨泰院萬聖節期間發生人踩人慘劇，最少 154 人死亡。除為死難者表示哀悼外，
也為當地傷者祈禱，祈求傷者早日康復，並祈願南韓政府能徹查事件，避免類似的慘劇再
次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