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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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基督多得安慰 

哥林多后书1:3-7「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
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
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的安慰，的拯救，
我们的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的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
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及时
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让我们在一切动荡不安、恐慌不安、缺乏确据中，要看见
有一位可以依靠的神。安稳在主的手中最稳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
的力在乎平静安稳。』（以赛亚书30:15）

圣灰周三（又名大斋首日），愿我们知道自己是尘土，明白自己的本相很有限，
在环球面对疫情的持续下，让我们更敏锐上主治的方法和奇妙作为。本周已经进
入大斋期最后一个主日，下周就是棕枝主日，意思受难期的开始。但愿我们把焦
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祂对我们的应许不改变。天地万物会成为过去，上主对
我们的爱始终如一。

愿意我们在苦难中，体会唯有耶稣，也只有耶稣，这位受苦的仆人，懂得你我的
挣扎。也只有祂明白我们的忧伤、挂虑、破碎、不足、缺乏。让 我们在这段日
子，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香港经济下滑已经是不可逆转，同时也是许多家庭面对极
大考验的时刻。无论是面对失业、生活成问题、生计受到牵连、如何面对儿女的
教育、老迈父母的健康情况、自身的健康状况、儿女升学、或者就业问题等等。

让我们深深知道，神知道这一切。明白和紧紧把握神的应许，终必会成会成为过
去。就把握这段停课、不停学的时间；多多珍惜与儿女相处的时间。与丈夫或
妻子相处的时间。平时忙忙碌碌汇总，没有机会停下俩的脚步，如今要学习停下
来。聆听天父的声音。成为他人的安慰。



让我们在漂浮不定、不明朗中，因为依靠耶稣基督的缘故，內心充满平静安稳；
在忧伤中，得到安慰；在压力中，知道主的能力保护，我们同心同意；以雪亮的
眼睛、清晰的头脑，谦卑聆听明白神奇妙作为的方式。

普通话事工上，我们也开始推动在视像软件ZOOM, Skype，Google等等进行现
场家庭崇拜、查经、会议、培训同工等等。这也带来很多特别、引起共鸣的新体
验。儿童和家庭们已经享受了好几周的线上崇拜。家庭团契查经有美好的交通，
儿童们很享受见到老师们。谢谢大家的摆上，共同在主的话语上长进。

香港圣公会教省按照政府指示下，宣布二月十五日开始一切公共崇拜暂停，直至
另行通知为止。因应疫情蔓延，英国坎特伯里大主教宣布三月二十二日开始，一
切公共崇拜暂停，直至另行通知为止。

英国圣公会无论城市、乡镇、农村各地的教会庆祝「母亲节」。可惜，2020年三
月二十二日他们却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母亲节。历史上，是
让离家在各地工作者回到母亲教会的日子。这天，也是有史以来，英国教会不能
在这盛会庆祝母亲节。一般传统，每位在宝座的母亲，会得到一束水仙鲜花。纵
然，众弟兄姐妹们不能相见，在灵里却能一起敬拜天父。

呼吁大家登陆网页收听敬拜、无论是古典诗歌或者现代诗歌。让我们从敬拜声音
中，重新得力、得到指示前面的道路应该如何行走。在我们不懂得祷告中，还要
祷告。在我们不懂得敬拜中，还要以心以灵来赞美神。一个肯定的确据是，为我
们牺牲的救赎主，耶稣以不离不弃的爱来爱我们。

盼望你依靠基督多得安慰，在信仰的经历上主的信实，是不变的爱和怜悯！每日
更新！有耶稣与我们共舟，让我们勇敢向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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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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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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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 旧牧师楼R1
报名：请电邮至 chriserbe@standrews.org.hk。

你的信实广大

你的信实广大我神我天父  在你永远没有转动影儿
永不改变父神每天施怜悯  无始无终上主施恩不尽

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种收成  日月星辰时刻运转不停
宇宙万物都见证造物主宰  述说天父丰盛信实慈爱

你赦免我罪过赐永远安宁 你常与我同在安慰引领
求赐今天力量明天的盼望 从天降下恩典福乐无穷 

       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 清晨复清晨更经历新恩
       我所需用你恩手丰富预备 你的信实广大 显在我身

杨淑娴牧师

圣安德烈堂辅理圣品兼普通话事工主任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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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斋期第五主日

约 翰 福 音  1 1 : 1 - 4 5

1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马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
村庄。2 这马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
是她的弟弟。3 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4 
耶稣听见后却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为要使神的儿子藉
此得荣耀。”5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她妹妹，以及拉撒路。6 他听见拉撒路病
了，仍在原地住了两天，7 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到犹太去吧！”8 门徒对他
说：“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再到那里去吗？”9 耶稣回答：“白
天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若在白天行走，就不致跌倒，因为他看见这世上的

有 一 位 神

有一位神  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有一位神  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  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有一位神  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有一位神  高坐在荣耀的宝座  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耶和华
有权威荣光  有恩典慈爱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你 的 愛 不 離 不 棄

没有一个忧患  耶稣不能担当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背负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满有丰盛的慈爱  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怜悯如江河涌流
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  使我的福杯满溢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时刻将我环绕
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  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4月 5日  棕枝主日

以赛亚书 50:4-9上 / 诗篇 31:9-16 / 腓立比书 2:5-11 / 约翰福音13:18-30

证 道

光。10 人若在黑夜行走，就会跌倒，因为他没有光。”11 耶稣说了这些话，随
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12 门徒就说：“主啊，
他若睡了，就会好的。”13 耶稣说这话是指拉撒路死了，他们却以为他是指
通常的睡眠。14 于是耶稣就明白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15 为了你们的缘
故，我不在那里反而欢喜，为要使你们信。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吧。”16 于
是那称为低土马的多马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17 耶稣到
了，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18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
路。19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马利亚，要为她们弟弟的缘故安慰她们。20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马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21 马大对耶稣
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22 我也知道，即使现在，你
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23 耶稣对她说：“你弟弟会复活的。”24 马
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会复活。”25 耶稣对她说：“复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26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
不死。你信这话吗？”27 马大对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
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28 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叫她妹妹马利亚，私下
说：“老师来了，他在叫你。”29 马利亚听见了，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30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31 那些同马利亚在家里
安慰她的犹太人，见她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她，以为她要往坟墓那里去
哭。32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对他说：“主啊，你
若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33 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
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34 就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
对他说：“主啊，请你来看。”35 耶稣哭了。36 犹太人就说：“你看，他多么爱
他！”37 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盲人的眼睛，难道不能叫这人不死吗？”38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穴，有一块石头挡着。39 耶稣
说：“把石头挪开！”那死者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定臭了，因
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40 耶稣对她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
神的荣耀吗？”41 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
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42 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
的众人，要使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的。”43 说了这些话，他大声呼叫说：“拉
撒路，出来！”44 那死了的人就出来了，手脚都裹着布，脸上包着头巾。耶稣
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45 于是来看马利亚的犹太人中，有很多人见了
耶稣所做的事，就信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