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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欢迎
欢迎您来到圣安德烈普通话堂参加崇拜。这里是神的家，学习爱神、爱人、
爱自己。请填写《来宾留名表》，让我们保持密切联系。欢迎彼此深入沟通, 
我们期待了解你！愿主耶稣的恩惠与慈爱常伴随你。

杨淑娴牧师  敬上
圣安德烈堂辅理圣品兼普通话事工主任

牧者信、牧者心

生命的意义 

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
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
你们预备地方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
里。』（约翰福音14:1-3）

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开始，耶稣离别的话语。耶稣自己即将面对死亡，然而，祂看
重门徒的感受、明白、谅解、体恤门徒们。祂竟然安慰门徒的心。劝导他们不要
忧愁。

耶稣应许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
象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却。』（约翰14:27）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
们可以放心，我已胜过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环宇世界各地，无论是从东方到西方、『死亡』对每个人来说，实在是非常的
近。似乎就近在眼前。许许多多因为肺炎死亡的；祈求天父安慰忧伤的心灵、医
治患病的、赐下智慧给医护人员、赐下胆量给恐慌、害怕的人们。

世人说：「世上没有不散之宴席」然而，诗篇23:5『在我敌人面前，祢为我摆设
宴席』。

世人说：「生、离、死、别」「人死如灯灭」-  耶稣宣告：『复活在我、生命
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11:25）耶稣给我们信心，盼
望，鼓励我们不放弃。

朋友，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救主，为了爱，耶稣为你被钉死十字架上；为了爱，战
胜死亡。耶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和确据。祂是一位体桖、明白、与
我们担当重担的主。祂清楚你目前的遭遇，你的挫折、你的难处、你的苦楚。耶



稣明白、你的忧伤祂同情。约翰描述『耶稣哭了』（约翰福音11:35）告诉你我唯
有耶稣明白我们，愿意与我们同甘共苦。

相信这空前绝后的时刻，病毒的蔓延，正在严峻的翻转世界。牠叫高位掌权者低
头、骄傲者学习谦卑、富足者晓得分享、发挥爱心给贫穷者、老弱病残者被关
注、孤单者不再孤单。

把握生命：下锚在耶稣，这是方向，这是稳妥、这是确据：在茫茫大海扬帆的我
们；耶稣是人生船只的舵手，只要罗盘操在耶稣手中，再深的海、再宽的汪洋、
再大的风浪、再大的波涛汹涌、再恶劣的风球、再漆黑的夜里、再可怕的日子、
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有耶稣与我们共舟，我们就不怕遭害了！

有耶稣与我们共舟，我们就不怕风浪，直到我们安抵天家！

有耶稣与我们共舟，让我们勇敢向前吧！

杨淑娴牧师

圣安德烈堂辅理圣品兼普通话事工主任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二日



宣 召 经 句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
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25-26)

本 日 祝 文

全能的上帝，罪人顽梗的心志情欲，只有祢能管束：求祢施恩，使祢的子民
爱慕祢所吩咐的，盼望祢所应许的，如此，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我们的心
仍然坚定不移，仰慕有真正福乐的地方；藉赖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求，圣
子和圣父丶圣灵，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世无尽。阿们。

宣扬圣言 大斋期第四主日

约 翰 福 音  1 2 : 2 0 - 3 6

20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21 他们来见加利利的伯赛大
人腓力，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22 腓力去告诉安得烈，然后安
得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23 耶稣回答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25 爱惜自己性命的，就丧失性命；那恨恶自己在这
世上的性命的，要保全性命到永生。26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
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27 “我现在心

坐 在 宝 座 上 圣 洁 羔 羊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我们俯伏敬拜祢
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唯有祢是全能真神
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   我们俯伏敬拜祢
颂赞尊贵荣耀权势   都归给祢直到永远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唯有祢配得敬拜和尊崇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高举祢圣名直到永远

一 生 一 世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耶和华是我的拯救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惧谁呢
耶和华是我的盾牌 耶和华是我的高台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惧谁呢

有一件事 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祂荣美
有一件事 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寻求祂的面



3月 29日  大斋期第五主日

以西结书 37:1-14 / 诗篇 130 / 罗马书 8:6-11 / 约翰福音 13:1-17

耶 稣 神 的 儿 子

一颗种子掉落在地上 它将自己完全献上
在它裂开的身体的里面 流出一条生命河
耶稣就是这条生命河 他将自己完全献上

为承担全人类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 耶稣神的儿子 我们永远称颂你

证 道

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吗？但我正是为这时
候来的。28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于是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
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29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另有
的说：“有天使对他说话。”30 耶稣回答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来
的。31 现在正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统治者要被赶出去。32 
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33 耶稣这话是指自己将
要怎样死说的。34 众人就回答他：“我们听见律法书上说，基督是永存的；
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35 耶稣对他们说：“光在
你们中间为时不多了，应该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
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36 你们趁着有光，要信从这光，使你们成
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些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

无 比 大 爱

颂主深奥大爱 奇妙无比难猜 加於冷酷之人 铁石心肠为开
主竟为我道成肉身 捐躯舍生苦杯亲饮
主曾舍弃宝座 成全救恩为我 人不认识基督 竟将主恩错过
救主是我最好朋友 甘愿牺牲赎我愆尤
有人以衣铺路 对主热烈拥护 前簇後拥高唱和散那归基督
瞬间呼喊叫钉死祂 誓把恩主处死十架
救主所作何如 人竟这般恨主 祂使跛者行走 祂使盲者复睹
反遭厌弃排斥加害 无罪被钉甘果满载
我愿永远歌颂主爱何等神圣 从无如此大爱 从无如此苦痛
因祂是我良友天朋 我愿一生赞美主神



圣安德烈教堂

早上 8:30 圣餐崇拜 - 英语

早上 11:30 圣餐崇拜 - 普通话 

下午 5:00 晚堂崇拜 - 英语

生命中心

早上 9:30 早堂崇拜 - 英语

早上 11:30 早堂崇拜 - 英语

联系电话 
2367 1478

咨询 
info@standrews.org.hk

主任圣品  麦凯历牧师

辅理圣品  杨淑娴牧师

普通话事工 
pthministry@standrews.org.hk

请登入 http://www.standrews.org.hk/pth/ 查看更多本堂详情。

教会课程

教会崇拜

3月. 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回应
来自主任牧师麦凯历的信函
根据香港圣公会教省规定，所有崇拜活动、团契及小组暂停，直至另行通知。教会所有的其他活动也会暂
停。教会的场地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旧教堂的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供个人祈
祷。我们将在圣安德烈堂的网站和Facebook页面发布视频，其中包括经文、证道和祈祷。请留意教会的
通讯，查看我们更新的资料及如何互相扶持。

麦凯历
主任牧师

4月. 预告
4月5日  上午11:20  棕枝巡行主日 （种子子花园集合，然后手拿棕枝巡行。11:30 进入圣堂）
4月9日  晚上 7:30  设立圣餐日
4月10日 上午11:30  救主受难日歌述崇拜
4月12日 上午11:30  复活节圣餐崇拜

4月19日-5月3日. 洗礼课程
内容：帮助受洗者了解信仰，预备5月17日接受洗礼。
地点：旧牧师楼R1
报名：请电邮至 chriserbe@standrews.org.hk

5月10日-5月31日. 坚振礼课程
内容：帮助已受洗者坚认信仰，预备5月31日接受坚振礼。
地点：旧牧师楼R1
报名：请电邮至 chriserbe@standrew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