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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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杨淑娴牧师与李锦基牧师感谢上帝

当最初知道杨淑娴牧师要离开我们的时候，我实在有一份失落感。

自2014年我与杨牧师共事以来，我们一众牧者都赞赏她是一位好同工，
无论在教区及教省层面上，总会给与我们无限的支持。我自己个人更感谢
她在圣安德烈堂的委身服事。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在她的牧养及培育下，
我们普通话堂的信众都有全面的成长。她对我们的爱心及关怀也令大家
得益不浅。

杨牧师以信德及祈祷建立人生，能够与她一起在我们教区里事奉主是一
份福气。在同心事主里，我们更发现她多元的恩赐。她不愧是一个好领
袖，也是好仆人。

我想我也应该向杨牧师的夫君李锦基牧师道谢。虽然他在海员传道会作
为圣公会会牧的工作也很繁忙，但他仍对杨牧师的事奉作出无尽的支
持。

虽然我们很希望杨牧师能够继续与我们一起， 我们也舍不得她和她的家
人，但我们必然继续在祷告中支持她的事奉，并祝愿她在未来的日子能为
主结出更多福音的果子。

陈讴明主教



一路走来

上主，有祢的应许 – 抱着宣教的使命，我们踏上使命的路！一路上，一切在乎
祢。伯利恒城竟然以冷漠、凄惨、奚落、对待上主。竟然如此无情对待以爱付
出生命的上主。。。

各各他山路，荆棘冠冕头上戴、残酷鞭伤、遍体鳞伤、祢孤独背负十字行走一
路上，有弃绝、有难熬、有黑夜、有漆黑、有暗叹无光、有暴风雨、有狂风暴雨、
有雨后天晴。在这种种的日子里。。。听见恩主的话语。。。「我必与你同行」。
。。。

以马午斯路上，祢听闻我们的谈吐、倾诉。一路上，彼此照亮、彼此饶恕、彼此
接纳、彼此学习、彼此建造、彼此扶持、彼此欣赏、彼此相爱。一路上，一切在
乎祢，还会继续上路的，上主，祢的呼召没有后悔、没有缺乏、没有绝路、死荫
幽谷、上主同行。上主，在只有祢的呼召、祢的供应、绝路逢生、死里复活、患
难与共、安慰鼓励、生命在乎祢。

WE THANK GOD FOR SOK HAN AND KIM KEE

When I first knew that Revd Sok Han Yong would leave us, I felt a 
sense of loss.

Since I work together with Sok Han in 2014, she has always been a 
very supportive colleague in the Diocese as well as in the Province. 
I thank her personally for her dedication at St. Andrew’s. I think we 
all agree that her pastoral care and Christian nurturing has built up 
a very well-balanced Mandarin community here. I think we have all 
benefitted from her love and care.

Sok Han is a person of faith and prayer. I enjoyed serving the Lord 
with her in this Diocese and have found her gifts impressive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reas, she is a good leader as well as a good servant. 

I think I also need to thank Rev. Kim Kee LEE, Sok Han’s husband, for 
his selfless demeanour towards Sok Han during his busy ministry as 
Anglican Port Chaplain in the Mission to Seafarers.  

Although we would much like to have Sok Han stay with us and are 
sorry to part from her and her family, we will surely support her 
endeavour in our prayers in the years ahead and wish her a very 
fruitful ministry in future.

 Bishop Andrew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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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中心

早上 9:30 / 11:30 早堂崇拜 - 英语

下午 5:00 晚堂崇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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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活动

10月. 儿童主日学
ZOOM课程。

10月11日. 普通话崇拜
陈主教前来主礼崇拜。证道：杨淑娴牧师。当天也将是本堂为杨牧师和李牧师话别Farewell Service 。

届时请大家准时参加崇拜，为普通话事工祷告，为着杨牧师和李牧师在本堂将近六年的服侍，向天父献上
感恩。

宣教禾场上，三十载春夏秋冬，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普通话群体经历同哭同泣，
默默耕耘和撒种。一路上，无论是在北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威尔斯、
欧洲：东欧、西欧、南欧、北欧。在这崎岖不平、挑战多端、坎坷路上，孕育着
上主的使命和差遣。上主，我们仍然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爱普通话
群体。因为这是从天而来的呼召。

感谢呼召的主，无尽的恩典、软弱中主刚强、病患中主医治、缺乏中主供应、
忧伤中安慰、一路上，将近六年的服侍光阴似箭，都是恩典，没有可以夸口
的，唯有主的引导，就全然谦卑顺服。感谢主內普通话弟兄姐妹，以代祷、以
心灵、以诚实、以眼泪、以欢笑、同心合意建立上主的教会。

上主，一切在乎你。上主，明白儿女心灵深处的挣扎、无论是难寝的夜晚、病
毒侵袭、破碎的心、忧伤的灵、泪流满脸上主，有祢的应许 – 抱着宣教的使
命，我们仍然再上路。庄稼的主，祈求祢差派工人收割发白庄稼上主，愿意我
们听见差遣就谦卑顺服、紧紧跟祢的脚踪而行，直到朝见主的那一刻。

杨淑娴牧师 牧师

圣安德烈堂辅理圣品兼普通话事工主任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一日 



宣 召 经 句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祂呼召我们
来得的指望是甚麽。 (以弗所书 1:17-18)

本 日 祝 文
主啊，求祢施恩，在前引导我们，在後扶助我们，使我们能时常专心行善；藉
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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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降临期第十九主日

诗 篇  2 3
1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2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3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4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丶你的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腓 立 比 书  3 : 1 3 - 4 : 1 2
1 我所亲爱丶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你
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2 我劝友阿蝶和循都基要在主里同心。3 我也求你
这真实同负一轭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丶革利免
和我其余的同工一同劳苦，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4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
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5 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6 应
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丶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7 神所
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8 末
了，弟兄们，凡是真实的丶凡是可敬的丶凡是公义的丶凡是清洁的丶凡是可爱
的丶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留意。9 你们从
我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你们都要继续去做，赐平安
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马 太 福 音  2 2 : 1 - 1 4

读经员：主耶稣基督的圣福音，记载在马太福音。
会众：愿荣耀归于主基督。

1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2 “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
席。3 他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邀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肯来。4 王又打
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去告诉那被邀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
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5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
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6 其余的抓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
了。7 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8 于是王对仆人说：‘
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邀的人不配。9 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
的，都邀来赴宴。’10 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
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人。11 王进来见宾客，看到那里有一个没有
穿礼服的，12 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
可答。13 于是王对侍从说：‘捆起他的手脚，把他扔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
里他要哀哭切齿了。’14 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读经员：这是上主的福音。
会众：愿赞美归于主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