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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細語            復興從個人生命禱告開始           王桂芳牧師 
    當我們講教會復興（其意思有更新、改變），實在不能離開禱告，向主呼求，
我們需要主的幫助！禱告可比喻為我們屬靈生命的呼吸，呼吸是好重要的，關乎
生命的存活，所以，我們為了屬靈生命的健康，就須要多禱告！並且這禱告要先
從個人生命開始！ 

 
    禱告是關乎關係，是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多於只是求得著我們所要的人或
事。透過禱告，也是讓我們與人有好的關係，意思是透過向主禱告祈求，主幫助
我們與人建立和好的關係！禱告也是讓我們脫離與撒但的關係，抵擋牠，免受牠
的蒙敝、攻擊和捆綁！ 

 
有六個禱告的進程幫助我們的生命更新和復興，也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自然

的禱告： 
 
1. 敬拜順服的禱告：尊崇主的偉大和祂的屬性，我們的心被恩感，歌頌上帝

的救恩，常常讚頌祂，經歷與主同在的親密關係！（路 11：1-2） 
 
2. 認罪赦罪的禱告：罪使我們與神的關係阻隔，常要屬靈的洗白白，向主認

罪禱告，經歷主赦罪之恩，脫離罪的捆鎖，重建與主的關係！（約一 1:9） 
 
3. 饒恕赦免的禱告：當經歷主的饒恕和赦免，以致我們能夠祈禱，饒恕得罪

我們的人，重建與人的關係！（太 6：14-15） 
 
4. 抵擋魔鬼的禱告：魔鬼常迷惑、壓制或佔據人的生命，我們常要順服神，

要靠著主賜的力量和權柄，來抵擋魔鬼，牠就離我們而去，讓我們經歷主賜的自
由和釋放。（雅 4:7） 

 
5. 聖靈充滿的禱告：我們常要求聖靈充滿（弗 5：18），有主的熱忱(passion）

去愛神愛人，遵行主道，主恩膏我們的生命，結聖靈的果子，並有恩賜去服侍！ 
 
6. 更新異象的禱告：我們活著是為了基督，求主賜給我們異象和使命，如何

為祂而活，實踐主的使命（太 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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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讓我認識這些禱告，幫助我的生命經歷主的醫治和釋放，現仍在更

新和改變的過程中，須要聖靈不斷提醒和加力！求主幫助我們有更大的屬靈的渴
慕，不滿足生命止於此地步，讓我們更深經歷主賜豐盛的生命，經歷主奇妙的作
為，主所賜的啟示和能力，經歷主的復興！ ________________ 
1
這六種禱告取材於：因為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心靈醫治的基本原理和實踐須知（修訂版）劉世增著，該 

書有詳細的內容幫助我們實踐這些禱告！  
代堂主任： 佘健誠牧師(沙龍區) 執  事： 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 
牧 師： 張大華牧師(沙 B 區總區牧、沙望區、沙旺區、沙約區及沙泉區)  林德瑩執事、司徒麗燕執事、 

 王桂芳牧師(沙勉區、沙少區)                                  林偉漢執事、莫苑萍執事 
宣教師： 呂彩嫺宣教師(沙勉區)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  
 盧雅麗宣教師(沙星區、沙宣區) 黃慧貞宣教師(沙苗區) 詹志誠宣教師(沙綠區) 
 鄭詠怡宣教師(沙靖區) 鄭嘉慧宣教師(沙奮區) 陳智衡宣教師(義務) 
行政同工： 楊麗珍、蔡碧翠、蔡榮欣、張雪瀅 工 友：周劍平、張嘉輝、關自力、陳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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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請關掉隨身響鬧裝置，如手提電話，傳呼機等，讓我們專心敬拜神。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 

同工 
總務長 

音響/ 

總務 
招待/司事 

21/9 

午堂 
鄭韻莉 

周力榮 

牧師 

一些遺漏了的事 

(代上 9:1-3) 
謝駿麒 黃國誠 黃國誠小組 

黃國誠小組 

尹穎欣  邱鎮威 

晚堂 張大華 

鄭嘉慧 

宣教師 

從聖經人物看復興：

底波拉 

(士 4:1-24；5:1-5) 

呂彩嫺 曾榮燊 朱銘珊小組 
朱銘珊小組 

朱銘珊  潘健嘉 

22/9 

早堂 
李偉禾 王桂芳 羅偉真 陳偉業 

羅淑卿  何強華 

吳小燕  胡佩琼 

羅淑卿  梁宛芬 

午堂 陳家能 盧雅麗 
司事長：劉俊彥  司事：甄國文  譚穎思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沙星區(由何錦培安排人手)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代上 9:1-3 / 士 4:1-24；5:1-5 

宣  道           一些遺漏了的事 / 從聖經人物看復興：底波拉 

奉  獻                      同心合意 / 榮耀的呼召 

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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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熱烈歡迎林偉漢執事及莫苑萍執事，他們上主日已被按立，謹此恭

賀，願主引導他們，扶持他們，忠心盡職事奉主。 

3. 上主日之堂慶暨按立執事崇拜及晚宴，藉各位同工、弟兄姊妹及晚宴籌

委的合作、幫助和協助，得以順利完成，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

自報答。 

4.  29/9（下主日）下午 2:00 於幼稚園親子室舉行堂委會，請各位同工、

執事及堂委準時出席，共商聖工。 

5. 凡未有教會組員證的弟兄姊妹，請盡快到接待處登記，方便大家日後出

入沙田培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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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祢的愛 

祢創造宇宙萬物 統管一切所有 但祢卻關心我的需要 了解我的感受 

祢手鋪陳天上雲彩 打造永恆國度 但這雙手卻甘心為我 忍受徹骨釘傷苦痛 

祢公義審判萬民 聖潔光照全地 但祢卻一再賜恩典 一再施憐憫 給我機會回轉向祢 

副歌：祢的愛如此溫柔 超乎我心所想 這樣大有能力的主 竟捧我在手掌心上 

祢的愛如此深切 我知我無以報答 但願倒空我的生命 學習祢謙卑的樣式 

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As It Is (In Heaven) 

1. Whether now or then  Death is not my end 

I know Heaven waits for me  Though the road seems long 

I'll never walk alone  And I got all I need to sing 

2. Should I suffer long  This is not my home  I know Heaven waits for me 

And though the night is dark  Heaven owns my heart  And I got all I need to sing 

Pre-Chorus: I know You love me  I know You found me 

I know You saved me  And Your grace will never fail me 

And while I'm waiting  I'm not waiting  I know Heaven lives in me 

Chorus: So I will sing like I will there  In the fearless light of glory 

Where the darkness cannot find me  And Your face is all I see 

Oh I will sing like a man  With no sickness in my body 

Like no prison walls can hold me  I will sing like I am free cause 

Bridge 1. : I’ll sing holy, holy my heart cries  Holy as it is in heaven it is in me 

Bridge 2. : We’ll sing holy holy the earth cries  Holy as it is in heaven it is in me 

Bridge 3. :We’ll sing holy holy the earth cries  Holy as it is in heaven so let it be 

 

榮耀神羔羊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副歌：惟有祂是榮耀 尊貴配得讚美 在寶座上的真神羔羊 

來敬拜祂 高聲齊來頌揚 在寶座上的羔羊 

 

同心合意 

當和您一起 歌頌共禱告 神開始帶動我 盼為您祝福 

主完美旨意超越自我心意 沿路祂牽引達到更高處 

同心挽手 同心合意 立志謙卑擺下我心意 為要見證聖善名字 

同心挽手, 同心合意 邁向新天新地現鬥志 目標一致, 大使命在前 

萬世真光 晝夜護航 萬眾一心 貼近神導向 尋覓祂國界 奉靠主為王 

同心同行 到處放聲宣講 目標一致 並肩矢志 為使命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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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10,000 REASONS (Bless The Lord) 
Chorus：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1.The sun comes up, it's a new day dawning;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Let me b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2.You're rich in love, and You're slow to anger. 

Your name is great, and Your heart is kind. 
For all Your goodness, I will keep on singing; 

Ten thousand reasons for my heart to find. 
3.And on that day when my strength is failing 

The end draws near and my time has come 
Still my soul will sing Your praise unending 

Ten thousand years and then forever more 

理據有幾千個(頌讚主) 
副歌：頌讚主 心讚頌 我的心讚頌 
是祢聖善名字 
盡意傾心唱頌 我心靈 
要向主衷心敬拜 
1.晨光初昇 日頭漸上發亮 
我再向祢獻出歌聲 
忘記了往事 在前面有多少障礙 
我要唱讚美到晚間不歇 
2.神滿有愛 不容易會發怒 
憐憫眷顧 神名字浩大 
祢豐足恩典讓我唱歌不歇 
我要讚美理據有幾千個 
3.如我到了 尚存力氣耗盡 
時間已近 到了那一天 
仍讚美唱頌 我歌聲不終止 
永遠讚美祢萬世不終結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Yes,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我相信 

我相信天父創造世界 我相信耶穌死裡復活 我相信聖靈住在我心 賜給我寶貴極大能力 
副歌：I believe 我相信耶穌是真神 永遠得勝君王 

我敬拜 高舉耶穌基督的名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死亡的毒鈎 你在哪裡 墳墓不能勝過復活的能力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萬膝要跪拜 萬口承認 耶穌基督 世界的主* 
 

奔跑不放棄 
每個狂風暴雨裡 祢同在在那裡 每個難處低谷裡 祢恩典在那裡 
每個傷心失望裡 祢愛我愛到底 在祢愛的光中 我得著能力 

副歌：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榮耀高舉祢的名 我跟隨不懷疑 
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這愛的路程裡 我奔跑不放棄 

**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至失望 
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願祢國度降臨 

在神的國度裡 有權柄和能力 不憑血氣 不憑勢力 單單倚靠主聖靈 
在神的國度裡 屬神的子民 不分語言 在祢面前 將榮耀歸與祢 

副歌：願祢國度降臨在這地 同心高舉主耶穌的聖名 
願祢聖靈彰顯在這地 施行神蹟 醫治能力 我們佇立在祢的同在裡 
**我們是祢揀選子民 帶著天國使命 靠著聖靈宣揚基督的能力 
我們是祢天國子民 願祢帶來復興 再次甦醒 看見祢國度降臨** 

 
榮耀的呼召 

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作主聖潔貴重的器皿 
祢豐富恩惠必充足澆灌我 使我瓦器裡充滿莫大能力 
副歌：高舉雙手讚美祢我主 全心全人都給祢耶穌 
一生意義 活出榮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著標竿直跑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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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誰造 

誰造綠草 蝶撲花間起舞 萬鳥空中飛翔 令我不勝讚好 

誰造大海 漫遍天空色彩佈 耀眼發光星辰 問祢可否知道 

誰造天空海闊 造了細小朝露 

誰造美妙樂章 能讓我讚美創造美好 

誰造麥子 藏著生機於土裡 又會再生出來 令我真想知道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耶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跪下在祢面前來敬拜 

耶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也承認祢是主 

副歌：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懇求聖靈指教我 耶穌基督是主 

 

聖潔歸與那位永世君王 

1.聖潔歸與那位永世君王 聖潔歸與祢名我要高唱 

聖潔歸與主耶穌聖潔歸與主祢 聖潔歸與主耶穌聖潔歸與主祢 

2.我愛祢愛祢真道愛祢聖名 我愛祢一生一世我要宣告 

聖潔歸與主耶穌聖潔歸與主祢 聖潔歸與主耶穌聖潔歸與主祢 

 

我要向高山舉目(詩 121篇) 

1.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2.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 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 也不睡覺 

3.保護你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 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 免受一切的災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 從今時直到永遠 

 

榮耀的呼召 

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作主聖潔貴重的器皿 

祢豐富恩惠必充足澆灌我 使我瓦器裡充滿莫大能力 

副歌：高舉雙手讚美祢我主 全心全人都給祢耶穌 

一生意義 活出榮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著標竿直跑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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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因主的名 
造物主 今高唱祢名字 和平之君 得勝者 

地上古今的君王 也折服於祢面前 
造物主 今高唱祢名字 全能之主 安慰者 

全憑主恩典憐憫 令我滿心溫暖 
副歌：全因主的聖名 勞苦可得安靜 行走於孤單困惑裏面有主傾聽 

全因主的聖名 愁心可得歡樂 祈禱的必得勝 我以性命來做證 
 

十架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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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祢慈愛何等寶貴 
神啊祢慈愛上及諸天 祢信實到達穹蒼 
祢公義如同高高的山 祢判斷彷似深淵 
神啊祢慈愛上及諸天 祢信實到達穹蒼 
眾生靈同蒙主的救護 祢愛是眾生的倚靠 

副歌：主祢慈愛 是何等的寶貴 來尋求在祢翅膀下的庇蔭 
主祢慈愛 是何等的寶貴 來在殿裡得飽足 

喝祢樂河的活水 唯有祢是生命源頭 在祢光中我必得見光 
 

能不能／一生愛祢 
我屬於祢 祢是我永遠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祢殿中獻上敬拜 
定睛在祢的榮美 世上一切變暗淡 除祢以外 我還能有誰 

能不能 就讓我留在祢的同在裡 能不能 賜我力量讓我更多愛祢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祢殿中 獻上敬拜 全心全意來愛祢 

一生愛祢 一生敬拜祢 一生愛祢 一生榮耀祢 
一生奉獻 一生不回頭 一生愛祢 跟隨祢 

 
榮耀的呼召 

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作主聖潔貴重的器皿 
祢豐富恩惠必充足澆灌我 使我瓦器裡充滿莫大能力 
副歌：高舉雙手讚美祢我主 全心全人都給祢耶穌 
一生意義 活出榮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著標竿直跑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7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週六午堂) 
講員：周力榮牧師 
講題：一些遺漏了的事 
經文：歷代志上 9:1-3 

1 以色列人都按家譜計算，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猶大人
因犯罪就被擄到巴比倫。2 先從巴比倫回來住在自己地業
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寧的首領。3
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猶大人、便雅憫人、以法蓮人、瑪拿西
人。 
 
 
 
 
 
 
 
 
 
 
 
反思問題： 

1. 對您來說，上主終末的應許帶給您最重要的盼望是甚麼？ 
 
 
 

2. 對於教會如何竭力預示終末的合一，除講道中曾提出幾點建議，
您個人可否給予多一項建議？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週六午堂) 
講題： 一些遺漏了的事 講員： 周力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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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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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一、二十二日(週六晚堂/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員：鄭嘉慧宣教師 
講題：從聖經人物看復興：底波拉 
經文：士師記 4:1-24 及 5:1-5(和合本修訂版) 

士師記 4 章 1-24 
1 以笏死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2 耶和華把他們
交給在夏瑣作王的迦南王耶賓手中；他的將軍是西西拉，住在夏羅設‧
哈歌印。3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因為耶賓王有鐵的戰車九百輛，並
且殘酷欺壓以色列人二十年。4 有一位女先知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
子，當時作以色列的士師。5 她住在以法蓮山區拉瑪和伯特利的中間，
在底波拉的棕樹下。以色列人都上到她那裏去聽審判。6 她派人從拿
弗他利的基低斯把亞比挪菴的兒子巴拉召來，對他說：「耶和華－以
色列的上帝吩咐你：『你要率領一萬拿弗他利人和西布倫人上他泊山
去。7 我必使耶賓的將軍西西拉率領他的戰車和全軍往基順河，到你
那裏去，我必把他交在你手中。』」8 巴拉對她說：「你若同我去，
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9 底波拉說：「我一定會與你
同去，然而你在所行的路上必得不著榮耀，因為耶和華要把西西拉交
給一個婦人的手裏。」於是底波拉起來，與巴拉一同往基低斯去了。
10 巴拉召集西布倫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低斯，跟他上去的有一萬人。
底波拉也同他上去。11 摩西岳父何巴的後裔，基尼人希百離開了基尼
族，到靠近基低斯的撒拿音橡樹旁支搭帳棚。12 有人告訴西西拉：「亞
比挪菴的兒子巴拉已經上了他泊山。」13 西西拉就召集所有的鐵戰車
九百輛和隨從的全軍，從夏羅設‧哈歌印出來，到了基順河。14 底波
拉對巴拉說：「起來，今日就是耶和華把西西拉交在你手中的日子。
耶和華豈不在你前面行嗎?」於是巴拉下了他泊山，跟隨他的有一萬人。
15 耶和華使西西拉和他一切的戰車，以及全軍潰亂，在巴拉面前倒在
刀下。西西拉下了車，徒步逃跑。16 巴拉追趕戰車、軍隊，直到夏羅
設‧哈歌印。西西拉的全軍都倒在刀下，一個也沒有留下。17 只有西
西拉徒步逃跑到基尼人希百之妻雅億的帳棚，因為夏瑣王耶賓與基尼
人的希百家和平共處。18 雅億出來迎接西西拉，對他說：「請我主進
來，進到我這裏來，不要怕。」西西拉就進了她的帳棚，雅億用被子
將他蓋住。19 西西拉對雅億說：「我渴了，求你給我一點水喝。」雅
億就打開裝奶的皮袋，給他喝，再把他蓋住。20 西西拉對雅億說：「請
你站在帳棚門口，若有人來問你說：『有人在這裏嗎？』你就說：『沒
有。』」21 西西拉疲乏沉睡了。希百的妻雅億取了帳棚的橛子，手拿
著錘子，靜悄悄地到他那裏，將橛子從他的太陽穴釘進去，直釘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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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西西拉就死了。22 看哪，巴拉追趕西西拉，雅億出來迎接他，對
他說：「來，我給你看你要找的人。」他就進入帳棚，看哪，西西拉
已經倒在地上死了，橛子還在他的太陽穴中。23 那日，上帝在以色列
人面前制伏了迦南王耶賓。24 從此，以色列人的手對迦南王耶賓越來
越強硬，直到將迦南王耶賓剪除。 
 
士師記 5 章 1-5 
1 那日，底波拉和亞比挪菴的兒子巴拉唱歌，說：2「以色列有領袖率
領，百姓甘心犧牲自己，你們當稱頌耶和華！3「君王啊，要聽！王子
啊，要側耳！我要，我要向耶和華歌唱；我要歌頌耶和華－以色列的
上帝。4「耶和華啊，你從西珥出來，從以東田野向前行，地震動天滴
下，雲也滴下雨水。5 眾山在耶和華面前搖動，西奈山在耶和華－以
色列上帝面前也搖動。 
 
 
引言： 
1. 回應呼求並施行拯救(4:1-3) 
2. 實現拯救並選召僕人(4:4-10) 
3. 敵眾我寡卻擊潰敵軍(4:11-16) 
4. 回應需要並成就計劃(4:17-24) 
 
總結: 
萬軍之耶和華當受頌讚(5:1-5) 
 
反思問題： 
1. 你是否認清上帝對你的召命？ 
2. 面對已確認的呼召你會如何去回應？有什麼事情在攔阻你回應或

實現？ 
3. 你願意成就上帝的計劃而配合祂的工作嗎？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一、二十二日(週六晚堂/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題： 從聖經人物看復興：底波拉 講員： 鄭嘉慧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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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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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四季裝備中心課程 

TH101 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謝駿麒宣教師 
日期：16/10-18/12/2019(逢週三) 
時間：晚上 8:00-9:30               
地點：博康幼稚園 
對象：凡擬申請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費用：免費                   截止日期：6/10(日)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1 16/10 佘健誠 認識教會（中華基督教會）  

2 23/10 謝駿麒 認識天父  

3 30/10 佘健誠 認識耶穌  

4 6/11 謝駿麒 認識聖靈 交得救見證 

5 13/11 佘健誠 認識聖經  

6 20/11 佘健誠 認識聖禮  

7 27/11 佘健誠 成聖之路  

8 4/12 謝駿麒 認識救恩  

9 11/12 謝駿麒 事奉與奉獻  

10 18/12 謝駿麒 佈道與宣教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31/5  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及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 
4. 必須經組長確認資格及推薦，若沒有小組者，亦需得牧者確認資格及推薦。 
課程目標： 
1. 認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主要以＜使徒信經＞內容為藍本） 
2. 認識信徒的本份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堂授課時間：1小時 45分鐘） 
2. 出席率不得少於 80%（可於下期洗禮班補課） 
3. 於第四堂交個人得救見證；背誦＜使徒信經＞（課程完結前） 
4. 轉會者必須參加認識教會和認識聖禮這兩堂，其餘可自由參加 

兒童洗禮 

若有肢體想在 31/5/2020(日)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中，讓自己的兒女接受兒童洗禮，
請從速報名兒童洗禮班。  
日期：15/12/2019(日) 
時間：週日午堂崇拜後 
地點：培英中學課室 
資格：其兒童的父母必須是已受洗的信徒，並一起出席嬰孩洗禮班和該日的洗禮聚會。 
截止日期：8/12/2019(日) 

  

本課程不設網上報名， 

請崇拜後到招待處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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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101 聖經概覽【組員五星級】 

本課程旨在協助信徒了解聖經書卷排列、聖地的地理資料、各書卷的簡介，讓信徒能有

系統地進深研讀聖經。 

導師：王桂芳牧師     日期：12/10-30/11（逢週六）     時間：早上 10:30-12:30 

地點：博康幼稚園     要求：凡有耳可聽者！            費用：$20 

截止日期：6/10（日）                               
 
            網上報名： 
 
 
 
 
 

https://bit.ly/stcbs101 
 

日期 課堂內容 
12/10 背景、摩西五經 
19/10 歷史書 
26/10 詩歌智慧書、大小先知書 
9/11 四福音 
16/11 使徒行傳、保羅書信 
30/11 普通書信、啟示錄 

 
認識中華基督教會 

本課程旨在讓沙田堂的弟兄姊妹認識中華基督教會和沙田堂的歷史，信仰，傳統和發展

情況，從而建立沙田堂精神。 

導師：陳智衡博士 

日期：27/10-10/11（逢週日，共三堂）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幼稚園 

人數：12人或以上才開班                                網上報名： 

要求：凡有耳可聽者！ 

費用：$20                         

截止日期：20/10(日) 

                                               https://bit.ly/stc191027 

日期 課堂內容 

27/10 中華基督教會的信仰傳統與歷史 

3/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發展 

10/11 灣仔堂基因下的沙田堂 

 
啟示錄選讀 

〈啟示錄〉充斥著很多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圖象、比喻、數字，故一向被信徒視為是一卷

艱深難懂的書卷而不敢去觸碰。本課程將與大家一起回到第一世紀，看看當時信徒在面

對宗教及社會各種挑戰及迫害時，如何持守信仰，並藉著他們的經歷及主對他們的教訓，

反照今天，以鼓勵及提醒洽在現今世代的信徒們。 

導師：陳思語博士（建道神學院國際學院主任，曾在香港牧會 7年，其後在創啟地區神

學院任教 3年，自 2017年起至今在建道神學院服侍）        網上報名： 

日期：9/11-7/12（30/11 除外，逢週六，共四堂） 

時間：上午 10:30-中午 12:00 

地點：幼稚園禮堂 

要求：有心學習的你！ 

費用：$100 

截止日期：27/10(日)                                        https://bit.ly/stcbsn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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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午堂(沙田培英中學)特別安排 
 
因應沙田培英中學對本堂弟兄姊妹進入培英中學的安排有新的要求，就是

校方要求星期日教會必須有同工／人在學校門口當值，辨識是沙田堂的弟

兄姊妹，才可進入學校，並要求進入者登記姓名，因此，經過上星期進行第

一次新安排後，同工會經過檢視和商討，最後定出新的安排，由 8/9 開始

實施： 

 

➢ 週日教會會安排同工在學校大門口當值，時間：10:15AM-11:30AM，

除這段時間外，若弟兄姊妹要進入學校，需致電在學校內的同工或

弟兄姊妹，出來大門口接你，否則，學校工友不會給你進入學校。 

 

➢ 參加週日聚會（崇拜和沙苗區）的弟兄姊妹，需自行推開閘門進入，

並出示沙田堂的組員證，以作辨別（未有組員證者須盡快辦理）。 

 

➢ 若沒有攜帶組員證，需在大門口沙田堂的記錄表上登記姓名，而有

組員證的弟兄姊妹，進入學校後，請先往地下招待處（電梯和樓梯）

附近，有安置電腦給大家作登記。（時間：10:15AM-11:30AM） 

 

➢ 若准許在學校泊車的弟兄姊妹請留意，因大閘已關閉，故你駕車駛

至大閘前，請下車自行推開大閘，當車進入大閘後，請再下車關閉大

閘才駕車往停車場泊車，同工和學校工友不會作出任何協助。 

 
B602差傳的屬靈爭戰 

從聖經中認識屬靈天空的運作，裝備自己
穿上全副屬靈軍裝，學習拿起聖靈的寶
劍，以禱告明白屬靈的策略才能有效為主
作戰。正如 OMF宣教士富能仁，在栗粟工
作十年都未有果效，直至以祈禱打破背後
的黑暗捆綁，今天栗粟族全族有 90%信徒。 
導師：張大華牧師 
日期：13/11-18/12(逢週三) 
時間：晚上 7:45-9:30 
地點：博康幼稚園                                      網上報名： 
要求：  1.有宣教心志優先 

2.每課前研讀『攻破堅固營壘』一章 
費用：$80(包括書本) 
截止日期：27/10(日) 
  

 
                                          https://bit.ly/stcb602 

日期 課堂內容 

13/11 認識聖經之屬靈爭戰(創 3) 

20/11 高度組織化的撒但國度 

27/11 天上的爭戰，地上的得勝(弗 6) 

4/12 屬靈爭戰的七件武器 

11/12 捆綁壯士，擊退壯士(太 12) 

18/12 控制各國的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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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為宣教士禱告 
2019 年 9 月繼續守望！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宣告：「我知道他們的行為和他們的意念。時候將到，我必將萬民萬族聚來，看見我的榮
耀。」以賽亞書六十六章 18 節 

目的：凝聚禱告力量，祝福前線事奉者，為支持的工人守望和禱告！ 

沙田堂宣教伙伴： 

柯柏文大黃蜂 
工場：晨光城 

➢ 祝福文峰，他們所到的地方都帶來和平與平安，他們所接觸到的人，
都帶給他們真實的愛！ 

竹居台： 

竹居台 ➢ 請記念，沙田堂，哈海山家庭，泰國，年尾出發。 

白樺樹 
(沙田堂) 

工場：傾城 
➢ 已於 8 月出發，求主記念在工場的適應。求主賜她健康的身心靈。 

李偉良家庭 
(沙田堂) 

工場：泰國 

➢ 為建校籌款禱告，相信主已預備，願眾弟兄姐妹合力行動回應。 
➢ 我們和眾同工在校園裡傳福音，接觸到很多學生，願主使用，帶領多

人來到主面前。 
➢ 求主引領未信主的家人靠近主，保守兩個孩子身心靈的成長，懂得

愛主事主。 

小燕子家庭 
(沙田堂) 

工場：A 國 

➢ 因應大環境和大氣候的非常時期，請切切禱告記念小燕子和哈拿的
服侍，有主的保護和看顧！並祝福他們的兒女的成長和需要，常在主
的恩典和預備中。 

馬尾家庭 
(鰂魚涌堂) 

工場：創啟地區 
➢ 已於 8 月出發，求主記念在工場的適應，特別是三位年幼的子女。 

笑臉姑娘 
(鰂魚涌堂) 

工場：創啟地區 

➢ 已於 8 月出發，求主記念在工場的服侍。 
➢ 記念新學期笑臉會作小一班主任，有 8 位學生，其中 3 位有特殊需

要，求主使用笑臉，賜她充足力量和智慧。 
➢ 小學校長急速推行多項課程革新，以求吸引家長讓小朋友來報讀，
但對老師的培訓和支援卻不足，求主幫助、引導各方有好的配合和
適應。 

林國標家庭 
(灣仔堂) 

工場：澳門 

➢ 為國標、智惠在澳聖的服事及教學祈禱，有好的預備能有效服事信
徒。 

➢ 君練剛轉新工及在晚上進修，求主加能賜力。 
➢ 君歷踏入高三，9 月就要開始填報申請升大學事宜，求主賜他智慧
聰明，能明白神的心意和懂得怎樣填報。 

開心果 
(灣仔堂) 

工場：F 城 

➢ 大環境緊張，請禱告記念。 
➢ 開心果的同工星少姑娘手部受傷，起居有點不便，不能提重的東
西，需要多休息，請記念。 

芥菜種家庭 
(基道旺角堂、 
大角咀基全堂) 

工場：大山小山國 

➢ 完成在港述職，8 月尾已回到工場，請記念各項安排。 
➢ 在港述職期間，得悉工場的居所遭受偷竊，傢俱電器等被偷走，後
來犯人被警察捉拿，請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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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蛋 

(基道旺角堂) 
工場：望道號 

➢ 祖父於 8 月份離世，求主安慰家人。 

➢ 記念在 OM 望道號的服侍，新一階段的適應，求主加力。 

米露家庭 
(油麻地基道堂、 

鰂魚涌堂) 
工場：東南亞區 

➢ 感恩：上次提及一位幫助我們圖書館事工的姊妹已完成她的短宣服

侍，八月底返回香港。她協助我們將數百份語言資料掃描變成數碼

檔案，供人閱讀，為他的忠心服侍感謝主。 

➢ 感恩：與其他區域圖書館聯網：八月份在菲律賓第一次面對面開會

(以往我們只能視像會議)，是 4 年來第一次。我們商討一些分工，

並正式確立 4 人的核心團隊(阿米是其中一員)，分頭關顧不同區域

的圖書館事工。此外聯網除亞洲區外，已擴展至非洲工場，為此感

恩。 

➢ 感恩：阿露及孩子們也隨阿米往菲律賓遊玩了數天。小 P 帶病出

發，頭幾天還有發燒，感謝主在旅途上保守他漸漸康復。 

➢ 代禱：圖書館聯網的核心團隊需要上主幫助我們團隊磨合，發揮功

效，有不少挑戰，求主恩助。 

➢ 代禱：為孩子適應新學年祈禱。此外阿米中秋節後會往工場工幹至

九月底，求主保守阿露在家照顧家庭需要。 

羅氏家庭 
(基道堂) 

工場：創啟地區 

➢ 在過去 2 個月，信眾群體面對的壓力好像停頓下來（要分散的已經

分散，分組的已經分組，沒有被特別關懷的繼續如常聚集）有人覺

得是香港的因素，有人覺得是暴風雨前夕，有人覺得是打擊要求已

經達標可以停下來，有人覺得是十一臨近的祥和氣氛。無論怎樣理

解，我們還是在禱告中記念眾多肢體吧！ 

➢ 第 9 屆跨文化工人培訓班的 2 位學員，將會在 8 月底被派到海外去

進行為期 9 個月的實習。這是我們第一次如此安排，對我們而言也

是新嘗試，積存經驗。請記念馬利姐妹和約瑟弟兄的學習與適應。 

➢ 第 10 班的運作已經展開，9 月 1 日正式開班，將會有 4-5 位學員前

來學習（還有一個 6 個月大的 baby）請記念。 

➢ 過去的 7 月，我們在 C 城安排了兩個特別會議。其一是邀請 Ben 牧

師前來分享非洲烏干達的近況及需要；其二是為年青人安排幾天的

宣教營會。都順利，都平安，都達標，感恩。 

➢ Shirley 出嫁後第一次跟丈夫分開，在埃及任職為難民專員。鳳曾前

往探望（老人家回來要面對的時差問題，一定會比年青時期困

難），之後 Marten 也會在月底前往探望，祝福他們。 

葡萄藤夫婦 
(灣仔堂) 

工場：創啟地區 

➢ 按原計劃本年八月伙伴一個單位同工，共兩個單位到新工場開荒，

但因這單位同工還未準備好出發，按差會守則不能只有一個單位出

行，所以我們還未能出工場，求神預備合適的隊工。 

➢ 差會安排萄太繼續讀書，本學期讀四科，求主加能賜力。 

➢ 差會安排萄生在香港差會總部工作，求主加能賜力。 

➢ 求神讓萄生、萄太在工作、家庭、進修等安排順利。 
** 更多宣教士代禱消息，請到竹居台網站查閱：http://www.ckterra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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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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教會，得著主所賜的屬靈智慧，能認清主賜的召命，滿有主

的信心和能力在這時代中實踐！ 
2. 感恩！上週的同工執事退修會一切順暢，經歷主的同在，大家同心合意，

彼此恩賜配搭，並經歷主所賜的智慧去商討教會事務，有美好的進展！
請為 27/9（五）的同工會繼續商議 2020 教會的事工計劃代禱，更深明
白和遵從主的旨意！ 

3. 沙綠區的 K 國短宣於 13-20/12 舉行，服事兒童，家長培訓及少年工作
者訓練，求主帶領他們的籌備，並激勵弟兄姊妹參加，一起同心服侍！ 

同工： 
1. 請為蔡碧翠姊妹代禱，求主加給她剛強壯膽的心。 
2. 請為張雪瀅姊妹代禱，求主幫助她建立恆常運動的習慣，使她能持之以

恆，達致健康體魄。 
肢體： 
1. 請為沙靖區孫麗靈姊妹代禱，感謝主一直看顧她，讓她情況有好的進展，

她已停用抗生素，接著要靠她身體內的抵抗力去面對，求主祝福她接著
要訓練手腳能力、大腦能力，各方面都要強壯起來，現轉到療養院休養，
求主醫治她，賜她健壯的身心靈，得到完全的康復，更深經歷主的奇妙
作為和恩典！ 

2. 請為王佩蓮 Kelly姊妹(王煒東弟兄的太太)代禱，她剛證實患上左邊肺
癌，並有淋巴擴散，以至有咳嗽和輕微氣喘，將會進行化療。求主醫治
看顧保守 Kelly的身心靈，心裡滿有主賜的平安，並賜智慧醫生選用最
合適的治療方式和藥物去消除體內癌細胞。讓家人更能彼此相愛、守望
及依靠主。 
求主特別安慰 Kelly 媽媽，有平安的心，她為了愛護女兒，願意暫時放
下不拜她慣常的神，願意與 Kelly和家人同心合意地呼求耶穌幫助，倚
靠祂來為 Kelly禱告！求主堅定王媽媽（李喜歡）倚靠耶穌的心，並更
多經歷主的同在和大能，能專一信靠耶穌，經歷主豐盛的愛和恩典！ 

3. 請為何威培弟兄（應豪 Ringo的爸爸）代禱，他仍在醫院留醫，因有細
菌入了股骨，現食抗生素，求主醫治他，清除細菌，有好的康復。求主
帶領他，可以轉到療養院，做腳部復健的物理治療。求主賜給他豐盛的
恩典和平安的心！ 

4. 請為沈嘉麗 Carol 姊妹代禱，她最近確診患上癌症，將於 30/9 進一步
檢查和安排入院做手術，求主醫治她，賜她健康的身心靈，賜醫生智慧
給她合適的治療，有好康復！求主賜福她和媽媽，有主的平安，更多倚
靠主，經歷主的看顧和恩典！ 

香港： 
求主親自掌權，保守香港在主的保護和看顧中，脫離一切的暴力和仇恨的心
思和行為，主賜平安，讓香港行在主的公義、民主和自由，彼此愛護、尊重
和接納！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 

   15/9三十七週年堂慶暨按立執事聯合崇拜 

成人：198人   兒童：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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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 

同工 
總務長 

音響/ 

總務 
招待/司事 

28/9 
午堂 

陳上言 
謝駿麒 
宣教師 

個人靈命復興： 
靈裡甦醒 
(詩 22:3) 

詹志誠 陳錦儀 陳錦儀小組 
陳錦儀小組 

何博文  張天恩 

晚堂 尹鳳蓮 張大華 高向陽 高向陽小組 
高向陽小組 

李雅思  羅偉成 

29/9 

早堂 
張大華 

呂彩嫺 
宣教師 

鄭嘉慧 侯國龍 葉浩然 

黎燕妮  梁增鉅 
徐金勤  羅  妹 

林麗珊  葉浩然 

午堂 潘玉萍 鄭詠怡 
司事長：何錦培  司事：姚漢燊  戴啟耀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吳麗妮小組/梁銘茵小組/ 

                  葉永健小組/林恒生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