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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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枝主日 － 圣周的序幕

棕枝主日又称为《苦难主日》，是教会年历最高峰－圣周的开始。

圣安德烈堂普通话崇拜，自二零一五年「棕枝主日」巡行崇拜五年以来，让信众弟
兄姐妹重新经历昔日的场景。（今年因应新型冠状病毒，公开崇拜暂停）。让我
们想象手拿棕树枝，心里欢欣，列队整齐，聚集在种子花园。准备开始棕枝巡行崇
拜。无论男女老幼、异口同声、心中充满兴奋。每个人手拿棕树枝、边行边唱、还
高声宣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撒那。』

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的生涯。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那一刻，对耶稣来说却是
祂心情是最沉重的一刻，因为祂深深的知道时候到了！受难期正在掀开救主得荣耀
的一幕。祂骑着驴驹进城，不是一件偶然的事。祂所做的一切应验神借着先知的预
言，耶稣进京城，表明祂的行动的确，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举动。但是这一次耶稣刻
意，定意要如此作，为的是成全父神的心意。

约翰福音12:1-19形容这位备受欢迎的君王，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祂进入圣
城之前的准备。这是王在城中所行的头一件事，就是行使祂的权柄，洁净圣殿。其
实，在众人心目中，耶稣是一位君王。祂满有医治的大能：使瞎眼得看见、使聋子
得听见、使哑巴说话、使瘫痪者得行走、破碎得重整、使死人得复生、祂说话有权
柄、祂预言应验在眼前了。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和文士弃绝、并  被杀、第三日复活。』（路加福
音9:22）耶稣知道祂将『被交给外邦人、他们戏弄祂、凌辱祂、吐唾沫在祂脸上。
并要鞭打祂。杀害祂。第三日祂要复活。』（路加福音9:31-33）耶稣说完了这些
话（那一些话呢？就是交银与仆人的比喻。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路加福
音19:28）（『上』耶京是因为耶路撒冷是造在山上的一座城）。诗歌《我愿作个
驴驹，主。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耶稣骑上这匹的驴驹，有办法控制牠，表示这匹从来未骑过的驴驹，乖乖的配合，
因为牠听从这位创造主的吩咐，让这位大君王使用。这震撼人心的记载，往往我
们对主很不顺服，不愿意听从主，连一匹驴驹都不如。耶稣教导我们：所以我告诉



你们耶稣带着权威告诉我们。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不单单我们需要听祂。连那
匹驴驹也需要听祂。驴驹的主人也需要听祂。『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路加19:38）。记得耶稣诞生的时候，有一
队天兵同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
人。』（路加2:14）说明这个记号：『耶稣是救主、是基督』。也就是犹太人期待
已久的弥赛亚 － 基督。

耶稣，祂是全宇宙的主宰，万有都属于祂。「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撒迦利
亚书9:9）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
又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驹子。』（马太福音21:4）耶稣就是那位被弃绝的王，这
也肯定祂打发去牵驴驹子，和骑驴驹子进圣城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等等事件，都
应验了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预告受膏的王将被弃绝。

耶稣基督『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万王之王，王主之主。』祂的行动带有无上的
权柄。祂是万有的主宰，却为你和我牺牲生命。祂是创造主、却为被造物，付上
祂的每一滴血。每一滴汗。每一滴泪。每一滴都付上了。祂明白到我们的软弱、
祂体恤我们的心情、祂背负重担、祂洞察我们隐而未现的。

祂奉差遣来世上的时候到了！祂立定心志，向着耶路撒冷前进。（马太福音21:1-
11）这是一个没有《回头路》之旅。祂明白到，这是《苦路》。祂就是面向十字架
各各他山路。祂心里千千结。祂脑海里千万个思想。祂领悟，『我岂不是为了完
成天父心意而来到世上的吗？若是上十字架，是那唯一的选择，我甘心乐意，就
是成就天父差派祂来的心意。』

这是《苦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曾经想过，耶稣，为何
为你牺牲吗？主啊，我承认直到如今，我还是不明白，不过我开始领悟到，就因
为我不明白，祢还是付出爱。因为信，这就是信仰的执着；因为盼望，因为爱，
这需要我用心灵、诚实，用爱去体会祢的。

唯有耶稣。祂能。。。因为祂创造我们。没有任何一件事能拦倒祂。唯有耶稣。
祂能。。。供应我们一切所有需要的。主竟然看顾麻雀，岂不看顾我们吗？唯有
耶稣。祂能。。。赐下能力，在面对疫情的恐慌中有平安；忧伤中有安慰；疲乏
中有安息。耶稣能带领我们跨越一切的苦难。唯有祂，只有祂能。我愿意顺服耶
稣的带领，你又如何呢？

来吧！相信耶稣基督祂「能」！

弟兄姐妹们，当异端邪说兴风作浪，不要惊恐和惧怕，但依靠耶稣的大能大力，
作刚强的人。『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孔叫的狮子，遍地
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牠，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
弟兄（姐妹）于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彼得前书5:8-9）

愿我们在苦难的日子中，学习成全神的心意。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让我们警醒
祷告！耶稣说：「。。和我一同警醒；。。。总要警醒祷告。」（马太福音26:38
，41）

愿天父兴起普通话群体成为「警醒祷告」的人。为世界、为国家、为教会、为家
人守望、警醒祷告！

杨淑娴牧师

圣安德烈堂辅理圣品兼普通话事工主任
二零二零年四月五日



宣 召 经 句

和散那归於大卫之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至高无上的，和散那！(马
太福音21:9)

本 日 祝 文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怜悯世人，差遣祢的圣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成
人，在十字架上受死，使我们能追随祂极谦卑的榜样：求祢施怜悯，使我们
能与基督一同受苦，亦能与祂一同复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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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枝主日

救 主 乘 驴 进 行

救主乘驴如君前行  群众高声喊和散那
谦和救主向前进行  棕枝外衣满路铺陈

救主乘驴如君前行  谦卑模样甘心成仁
基督得胜如今开始  死亡败退罪恶戳平

救主乘驴如君前行  在天诸军俯首定睛
俯看救主去作牺牲  满腹震惊难解忧心

救主乘驴如君前行  来次壮烈奋斗将临
天父高居荣尊宝座  候盼受膏神子听命

救主乘驴如君前行  谦卑模样甘心成仁
圣首低垂担当苦痛  後接升天永掌权衡

我 的 灯 需 要 油

我的灯需要油  求主常赐下  使我灯永远发亮光
我的灯需要油  求主常赐下  使我灯发光到主作王
唱和撒那  唱和撒那  唱和撒那  贺万王之王
唱和撒那  唱和撒那  唱和撒那贺我王

你 是 荣 耀 的 君 王

你是荣耀的君王  你是和平之主  你是天地万有主宰  惟有你圣洁公义
天使都向你跪下  敬拜尊崇你  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  你是主耶稣基督
和散那归於大卫的子孙  和散那归於万王之王
愿荣耀归於至高神  耶稣是弥赛亚



约 翰 福 音  1 3 : 1 8 - 3 0

18 我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但是要应验经上的
话：‘吃我饭的人用脚踢我。’19 事情还没有发生，我现在先告诉你们，让你们
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好信我就是那位。20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接纳我所差
遣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差遣我的那位。”21 耶稣说了这些话，心
里忧愁，于是明确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
我。”22 门徒彼此相看，猜不出他说的是谁。23 门徒中有一个人，是耶稣所爱
的，侧身挨近耶稣的胸怀。24 西门·彼得就对这个人示意，要问耶稣是指着谁
说的。25 于是那人紧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主啊，是谁呢？”26 耶稣回答：“
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
大。27 他接了那饼以后，撒但就进入他的心。于是耶稣对他说：“你要做的，快
做吧！”28 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耶稣为什么对他说这话。29 有人因犹大管钱
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要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些什么给
穷人。30 犹大受了那点饼以后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证 道

古 旧 十 架

各各他山岭上  矗立古旧十架  是羞辱与痛苦记号
神爱子主耶稣  为我们被钉死  这十架是我最爱最宝

这古旧十字架  被世人所轻视  我却以十架为宝贵
神爱子主耶稣  舍弃天堂荣华  愿背负十架往各各他

各各他十字架  虽有血迹斑斑  我看它仍圣洁华美
因救主在十架  为我罪被钉死我罪恶全赦免得称义

对这古旧十架  我愿永远忠诚  甘受世人辱骂耻笑
救主快要再来  迎接我到天家  与救主共享永远荣耀

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  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

无 量 荣 光

君尊大卫的後裔  以色列大君王  奉主圣名今来临  当受万民赞扬
住昔夹道的人群  迎主欢拂棕枝  今日众心同献奉  赞美祷告颂辞
当天基督受难前  他们赞美歌唱  今日主升至鬲处  我们欢欣颂扬
慈悲之主满恩悯  始创一切美善  喜悦往昔民称颂  今恳收纳歌赞

无量荣光与赞美都归救世之君  当年儿童的歌唇和散那歌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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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心意行动－抗疫紧急援助 
呼吁筹集现金或超市礼券，帮助疫情下收入骤降的低收入家庭。感谢弟兄姊妹的积极回应，心意行动已
收到一定数量的捐款及礼券，以提供紧急援助。

有关援助对象的申请资格乃参考食物银行与及时雨基金的收入及储蓄上限，为正等候审批或等候重新申
请上述援助的人士，在未得到援助的空窗期提供紧急支援。每位经评估合格的申请人/家庭将获资助500
元超市食物券。

心意行动亦会为有特殊困难的家庭提供现金援助，如为低收入家庭儿童购买平板电脑及上网咭以延续
停课期间的网上学习及支援病患人士的医疗费用等等，上限为2500元。

紧急支援需求众多，亦甚为殷切，至今心意行动已经收到五百多个申请及不少查询。盼望弟兄姊妹继续积
极回应呼吁，支持心意行动的事工，与人分享主爱。查询或捐款，请致电心意行动热线82098122。

教区活动

4月. 圣周的崇拜：

4月5日   棕枝巡行主日（收听音频）  普通话线上崇拜 （上午11:30）
4月9日   主设立圣餐日（收听音频）  普通话线上崇拜 （旁晚7:30-8:30）
4月10日  救主受难日（收听音频）     普通话线上崇拜 （上午11:30）
4月12日  救主复活节（收听音频）     普通话线上崇拜 （上午11:30）

教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