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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復興                                               盧雅麗宣教師 
    沙田堂 2019 年主題為「由家出發，教會復興」，踏入下半年，封面文章亦開始與大
家分享「教會復興」這主題。當我們開始談論教會復興的時候，讓我們先想一想「教會」
是甚麼？沙田堂的現況如何以致大家覺得需要復興呢？並大家想像、期待的是怎樣的復
興？ 
    當提到「教會復興」的時候，可能弟兄姊妹會感到好雀躍、好興奮，大家對「教會復
興」的聯想可會是：小組組員比之前更投入？大家重新充滿力量、對上主、聖經及弟兄姊
妹是滿有愛及熱情地去彼此服侍、又服侍教會外有需要的群體、沙田堂四堂崇拜人數持續
增加等等，還是甚麼呢？ 

也許我們在想像教會復興的時候，需回歸到以上第一個基本的定義：「教會」是甚麼？
在地上所建立、有形教會的性質是怎樣呢？在聖經中所描述是如何的呢？ 

在聖經中教會一詞的字源是指呼召或召出。在舊約中是指以色列民的聚會(民 14:5、
徒 7:38)，在新約則用來描述基督徒團體(徒 9:31、林前 2:2)。而教會的希臘文“ekklesia”

一詞在主後第一世紀通用的希臘文中，通常用來指某種聚會;包括政治性、各種宗教性協
會等，如在以弗所的銀匠有一個拜亞底米神的協會。但基督徒所用「上帝的 ekklesia」一
詞所表明的是他們的宗教性團體類似其他協會的形式，但沒有詭詐之處，專指這是「屬上
帝」而非屬我們的團體，當中意義深廣。1 

也許需要反省的是今天當我們返教會的時候是否有這意識：我們在教會內的相處是
否沒有詭詐之處，並且活出這團體是屬上帝，而不是屬於某一部份人、或是屬於自己的心
態呢？是否活出真正屬於上帝的 ekklesia， 而不只是一個宗教性的協會！ 

另外，“ekklesia”在舊約希臘文譯本(七十士譯本)用來指「全會眾」(Congregation or as-
sembly)，特別是當他們被呼召去迎見主時(申 4:10、9:10、18:16)。在司提反論到「曠野
會中」時也用了這個字(徒 7:38)。在舊約「曠野會中」是描述充滿活力、一群不斷前進的
人、一同邁向榮耀的目的地。他們驚心動魄地離開埃及，到西乃山朝見他們的主，追隨祂
的帶領。他們經過曠野，並進入應許之地。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跟隨上主的帶領是充滿活力的，今天我們個人、小組或沙田堂是否
充滿活力、不斷前進？還是呈現疲倦乏力的狀態？也許我們現正身處在「曠野」中，正面
對種種的挑戰，但請謹記，上主已經帶領我們離開埃及為奴之地，祂應許、亦真實地臨在
我們的生命中，我們每天是否能夠從祂支取那份活力？若不是這種狀態的話，是甚麼地方
出現了阻礙？ 

在新約之中亦是這樣描述著重教會「目標」的觀念，也是新約中使徒的理想。正如紐
畢真說：『教會是一群追隨上帝的人。它不斷前進──奔向地極，懇求世人與上帝和好：
奔跑時間之終，迎見那使萬物合一的主』。2 

今天沙田堂的目標是甚麼？是否追隨上主的帶領？懇求世人──我們認識的親友、
或是不相識的人與上主和好，我們又是否預備好自己以這樣的心態、狀態去迎見主？ 

甚願「教會復興」不只是沙田堂的年度主題，更是我們生命的態度、生活的方向，讓
我們預備己心去迎見深愛我們的上主！ ________________ 
1.
 楊慶球：《會遇系統神學──真理與信仰體驗的整理》（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2000），232。 

2.
 楊慶球：《會遇系統神學》（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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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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禮 

12/10 
午堂 

鄭韻莉 

袁海柏 

執事 

認罪悔改 

(詩 51) 

王桂芳 張証傑 張証傑小組 

張証傑小組 

陳嘉允  黃菁汶 

謝駿麒  鄭嘉慧 

晚堂 黎雪釵 張大華 梁宛芬 梁宛芬小組 

梁宛芬小組 

盧俊傑  潘健嘉 

黎雪釵  鄭詠怡 

13/10 
早堂 

陳文豪 王桂芳 呂愛 陳偉業 

羅淑卿  何強華 
黃靜雯  羅合群 

羅淑卿  李國恩 

林德瑩  呂彩嫺 

午堂 莫苑萍 盧雅麗 
司事長：何錦培  司事：翁綺雯  鄺傑恒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林穎芝小組/陳務耘小組 
襄禮：司徒麗燕  鄭嘉慧  謝駿麒 

  
聖 餐 主 日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詩 51 

宣  道                           認罪悔改 

奉  獻                            潔淨我 

聖  餐            王桂芳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佘健誠牧師 

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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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本堂顧問及教練袁海柏執事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

願主親自報答。 
3. 13/10(本主日)2:00PM 舉行執事會，地點：博康幼稚園親子室，請各位同工及

執事準時出席，共商聖工，請大家在私禱中記念。 
4. 2020 年度堂委選舉合資格候選人的邀請信已寄出，收到邀請信的肢體，不論

參選與否，請於 20/10 前將回條郵寄/傳真:26373800 /WhatsApp: 90148353 傳
回辦公室或於崇拜放入指定的收集箱內，願我們一起關心教會的需要。 

5. 「泰南辦學購地專款」需$1,200 萬，沙田堂目標支持$120 萬，堂會奉獻$20
萬，現已認獻$452,150，還需$547,850，若然以 6,000 元為一個單位，還需 92
個單位就達標了。請弟兄姊妹祈禱後填回應卡及奉獻，填妥後投入回應箱。
若然你也同感這是神的旨意，必然成就，我們便努力參與，見證神的工作。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Cornerstone 
曲、詞：Jonas Myrin, Reuben Morgan, Eric Liljero 版權屬 Hillsong United 所有 

My hope is built on nothing less   Than Jesus' blood and righteousness 
I dare not trust the sweetest frame   But wholly trust in Jesus' name  (x2) 

Christ alone; cornerstone   Weak made strong in the Savior's love 
Through the storm   He is Lord   Lord of all 

When Darkness seems to hide His face   I rest on His unchanging grace 
In every high and stormy gale 

My anchor holds within the veil  (x2) 
Christ alone; cornerstone   Weak made strong in the Savior's love 

Through the storm   He is Lord   Lord of all(x3) 
He is Lord   Lord of all 

When He shall come with trumpet sound   Oh may I then in Him be found 
Dressed in His righteousness alone   Faultless stand before the throne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曲：林良真、游智婷  經文摘編：林良真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 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 為受屈的人伸冤 

副歌：天離地有何等的高 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 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 耶和華 祂是我的神 
 
求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彌賽亞音樂中心所有 

我的主是祢的教導 儆醒禱告 不要灰心 我的主是祢的話語 只需相信 必可得到 
也許今天不見動靜 彷佛找不到一點蹤影 教我心堅固完全相信 神賜下的應許 

副歌：求告祢的必不至失望 尋找便必找得到 
求賜我信心開心中的眼 讓我看見那不可見的祢 

 
萬國禱告的殿 

經文摘編、曲：蔡騰進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這稱我名下的殿 必成為萬國禱告的殿 
在你們的眼中 豈可看為賊窩 我都看見 我都看見 

這稱祢名下的殿 必成為萬國禱告的殿 
在我們的眼中 必不看為賊窩 主祢知道 主祢知道 

主我們今日屈膝 謙卑的禱告 求祢來潔淨聖殿 作為萬國禱告的殿 
主我們今日屈膝 謙卑的禱告 願虛偽成為過去 使我們以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祢 

 
潔淨我 

曲：Maori Melody 詞：J.Edwin Orr 譯：劉福群/何統雄 編：余遠淳 版權屬新心音樂事工所有 

1. 懇求救主鑒察知我心思 求主今試驗知道我意念 
若在我心隱藏罪惡念頭 求主洗去不義使我自由 

2. 讚美我主將我罪過洗清 願主的真道使我心潔淨 
求主以火焚盡以往羞情 我今所求所望榮耀主名 

3. 懇求我主使我完全歸你 願在我心裡充滿你愛意 
管理我心不再驕傲自私 我今奉獻所有永居主裡 

4. 懇求聖靈賜下真正復興 首先復興我潔淨我心靈 
主已應許使我靈性豐足 我今謙卑懇求賜下恩福  



 

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一件事(Onething) 

曲、詞：曹之懿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求祢打開天上的門  降下祢的恩雨 澆灌祢的愛在我的生命  使我更靠近祢 

時時刻刻藏在祢翅膀裡  使我重新得力 我願快跑跟隨著祢  因祢觸摸我心 

Onething  來到祢面前 

Onething  進入祢聖殿 

Onething  瞻仰祢的榮美 

從今時直到永遠 

Onething 我仍要尋求 

Onething 聖靈澆灌我 

Onething 更多有祢更少有我 

This is where I belong 

不是倚靠勢力 不是倚靠自己 乃是倚靠祢的靈 

 

祢真好 
曲、詞：Kari Jobe 譯：趙治德/Crossman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祢慈愛 使我回轉向祢 祢良善 吸引我靠近 
祢憐憫 呼召我更像祢 祢恩典 滿足我心 
在每一天 喚醒我靈讚美 用我全心 來歌唱 

副歌：祢真好 祢真好 祢真好 祢憐憫直到永遠 
**祢慈愛直到永遠 祢良善直到永遠 

祢憐憫直到永遠 到永遠** 
 

我相信 

曲：曾祥怡 游智婷 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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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潔淨我 

曲：Maori Melody 詞：J.Edwin Orr 譯：劉福群/何統雄 編：余遠淳 版權屬新心音樂事工所有 
1. 懇求救主鑒察知我心思 求主今試驗知道我意念 

若在我心隱藏罪惡念頭 求主洗去不義使我自由 

2. 讚美我主將我罪過洗清 願主的真道使我心潔淨 

求主以火焚盡以往羞情 我今所求所望榮耀主名 

3. 懇求我主使我完全歸你 願在我心裡充滿你愛意 

管理我心不再驕傲自私 我今奉獻所有永居主裡 

4. 懇求聖靈賜下真正復興 首先復興我潔淨我心靈 

主已應許使我靈性豐足 我今謙卑懇求賜下恩福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榮耀祢聖名 

曲、詞：Donna Adkins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 父神 我愛祢 我們敬拜讚美祢 在全地上榮耀祢聖名 榮耀祢聖名 
榮耀祢聖名 在全地上榮耀祢聖名 

2. 耶穌 我愛祢 我們敬拜讚美祢 在全地上榮耀祢聖名 榮耀祢聖名 
榮耀祢聖名 在全地上榮耀祢聖名 

3. 聖靈 我愛祢 我們敬拜讚美祢 在全地上榮耀祢聖名 榮耀祢聖名 
榮耀祢聖名 在全地上榮耀祢聖名 

 
以馬內利 

曲、詞：Bob McGee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 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神同在 彰顯於我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2. 我深愛祂 我深愛祂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神同在 彰顯於我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3. 滿心歡欣 滿心安慰 在心深處 神必與共 
心歡欣 滿心安慰 是主看顧 晝夜同行 

 
詩篇 51 

神啊求祢按祢的慈愛憐恤 按祢豐盛的慈悲塗抹過犯 
求祢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 潔除我的罪 

我向祢犯罪 惟獨得罪了祢 祢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 
祢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正直 求主赦免 

祢所喜愛的是內裡的誠實 祢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 
今我謙卑禱告尋求祢的面 轉離我惡行 

求祢從天垂聽 赦免我們的罪 醫治我們的地 今我謙卑禱告尋求祢的面 
 

上帝聽我禱告 
曲：西伯 詞：西伯/張崇德 版權屬影音使團有限公司所有 

誰了解此時我心正欲言但不語 誰會知心靈痛楚像是千斤重枷鎖 
心裏充滿懷疑 世界像是靜止 唯獨祢是我一生的靠倚 

上帝聽禱告 我在禱告 祂的愛永不止息 我看前路極灰暗 就讓神為我指引 
我軟弱 祂知道 靠著神 可改變 上帝甘心為我犧牲 祂定必會聽我禱告 
神了解此時我心 眼淚從未輕看 從最初一如最初 從來都不變不改 

心裏不用懷疑 冀盼未燼未熄 神會聽聲聲的嘆息 
上帝聽禱告 我在禱告 祂的愛永不止息 我看前路極灰暗 就讓神為我指引 
我軟弱 祂擁抱 我未能 祂可以 上帝應許讓我艱辛最後跨過 祂聽禱告 

上帝聽禱告 我在禱告 祂的愛永不止息 祂看靈魂極寶貴 聽候神為我指引 
縱軟弱 祂擁抱 靠著神 總跨勝 上帝應許讓我艱辛最後跨過 祂聽禱告 

 
潔淨我 

曲：Maori Melody 詞：J.Edwin Orr 譯：劉福群/何統雄 編：余遠淳 版權屬新心音樂事工所有 
1. 懇求救主鑒察知我心思 求主今試驗知道我意念 
若在我心隱藏罪惡念頭 求主洗去不義使我自由 

2. 讚美我主將我罪過洗清 願主的真道使我心潔淨 
求主以火焚盡以往羞情 我今所求所望榮耀主名 

3. 懇求我主使我完全歸你 願在我心裡充滿你愛意 
管理我心不再驕傲自私 我今奉獻所有永居主裡 

4. 懇求聖靈賜下真正復興 首先復興我潔淨我心靈 
主已應許使我靈性豐足 我今謙卑懇求賜下恩福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主祢是我力量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副歌：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高臺 堅固磐石我信靠祢必不動搖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避難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一顆謙卑的心 
曲、詞：張敬雅 版權屬 611 靈糧堂所有 

求祢給我一顆謙卑的心 給我一個受教的靈 
好讓我能走在祢的旨意裡 如同耶穌的生命 x2 
副歌：幫助我更多的禱告 幫助我更深的倚靠 

單單相信祢 深深敬畏祢 一生要跟隨祢 
 

展開清晨的翅膀 
曲、經文摘編：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耶和華 祢已經鑒察了我 我坐下我起來 祢都已曉得 
我行路 我躺臥 祢都細察 祢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我舌頭上的話 祢沒有一句不知道 祢在我前後環繞著我 按手在我身上 
這樣的奇妙 是我不能測透 祢的至高祢的尊貴 是我永遠不能所及 

副歌：我可以往哪裡去躲避祢的靈 我可以往哪裡去逃 可躲避祢的面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地極 就在那裡 祢的雙手也必引導我 

 
我們呼求 

曲：曾祥怡 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我們同心在祢面前 以禱告尋求祢面 我們轉離所有的惡行 定意單單跟隨祢 
1.主我們是屬祢的子民 求賜下父神的心 我們要回轉向祢父神 也要看見復興 
2.主我們國家是屬於祢 求祢來掌管全地 願祢來憐憫醫治這地 榮耀再次降臨 

副歌：我們呼求祢阿爸父 設立祢寶座在這地 
祢必睜眼看側耳垂聽 奉主名的呼求 

萬民都要來敬拜祢 榮耀高舉祢的聖名 復興這地 全能的君王 我們歡迎祢 
 

潔淨我 
曲：Maori Melody 詞：J.Edwin Orr 譯：劉福群/何統雄 編：余遠淳 版權屬新心音樂事工所有 

1.懇求救主鑒察知我心思 求主今試驗知道我意念 
若在我心隱藏罪惡念頭 求主洗去不義使我自由 

2.讚美我主將我罪過洗清 願主的真道使我心潔淨 
求主以火焚盡以往羞情 我今所求所望榮耀主名 

3.懇求我主使我完全歸你 願在我心裡充滿你愛意 
管理我心不再驕傲自私 我今奉獻所有永居主裡 

4.懇求聖靈賜下真正復興 首先復興我潔淨我心靈 
主已應許使我靈性豐足 我今謙卑懇求賜下恩福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二日、十三日 

講員：袁海柏執事 

講題：認罪悔改 

經文：詩篇 51 

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先知拿單來見他；他作這詩，交與伶長。 

1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

過犯！2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3 因為，

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4 我向你犯罪，惟獨

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這惡，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

義，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5 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

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6 你所喜愛的是內裏誠實；你在我

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7 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

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8 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

音，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9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

塗抹我一切的罪孽。10 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

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11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

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12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賜我

樂意的靈扶持我，13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過犯的人，罪人

必歸順你。14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脫離流人

血的罪！我的舌頭就高聲歌唱你的公義。15 主啊，求你使

我嘴唇張開，我的口便傳揚讚美你的話！16 你本不喜愛祭

物，若喜愛，我就獻上；燔祭，你也不喜悅。17 神所要的祭

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18 求你

隨你的美意善待錫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19 那時，你

必喜愛公義的祭和燔祭並全牲的燔祭；那時，人必將公牛獻

在你壇上。 
  



 

大綱： 
1. 人悔改的「五部曲」： 

- 知罪(Awareness) 

- 認罪(Confession) 

- 悔罪(Penitence) 

- 復和(Restoration) 

- 改變(Change) 

 

 

2. 神赦罪的兩大因素—「恩典」與「憐憫」 
 
 
 
反思問題： 
1. 大衛在與拔示巴的事件當中（參撒下 11：1-27）犯了哪些

罪？你認為他是否已知道自己犯了罪嗎？為何要等到先知拿單

來責備才醒覺（參撒下 12：1-23）？ 

 

 

2. 試從這詩篇找出神所喜愛的與不喜愛的是甚麼。那是甚麼意思？

對我們有甚麼提醒？ 

 

 

3. 你現在有甚麼罪是你要好好面對？「悔改五部曲」如何幫助到

你？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二日、十三日 

講題： 認罪悔改 講員： 袁海柏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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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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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我們活出屬上帝，跟隨祂的群體，一群不斷前進，

充滿活力，讓世人與上帝和好，一同邁向榮耀的目的地，迎見那使萬物
合一的主！求主激勵和幫助我們！ 

2. 求聖靈光照我們，過聖潔的生活，實踐悔改的「五部曲」：知罪、認罪、
悔罪、復和及改變，經歷主赦罪的憐憫和恩典！ 

3. 請為同工會商議小組的狀況和發展代禱，求主指引，並為同工會的講道
小組於未來一個月內，商議明年的講道主題和內容，求主賜智慧給他們，
更深明白主的心意！ 

4. 請為 19/10 的太陽家庭分享會代禱，求主激勵弟兄姊妹參加，關心他們
一家，並能了解他們所服侍的及未來的方向，禱告守望！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身體健康禱告，求主讓他有恆心多做運動。 
2. 請為張大華牧師代禱，願主每天指引他的路向，鼓勵弟兄姊妹轉化城

市！ 
3.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主帶領她，用不同的方法幫助身心靈健壯，並

更加敏銳主的心意，去關顧和建立生命。她於 12/10 開始教六課「聖經
概覽」，求主賜智慧和恩賜，激勵學員更多認識聖經，並更多讀和實踐
主的話！ 

4. 請為黃慧貞姑娘代禱，求主賜福她的身心靈都能健壯，在事奉及家庭中
能得力地服侍。 

肢體： 
1. 請為王佩蓮 Kelly姊妹(王煒東弟兄的太太)代禱，感謝主，食了標靶藥

後，有進步，咳少了！但有副作用，全身起紅疹，所以求主施恩，減退
紅疹和保護黏膜不會有捐傷，現在每天也聽內在生活的信息，有主平安，
也令她增加對神的倚靠！求主繼續醫治保護她，減少副作用及傷害，療
效顯著，身心靈健壯，經歷主豐盛的恩典，滿有主的喜樂和平安！ 

2. 請為何威培弟兄（應豪 Ringo的爸爸）代禱，他仍在醫院留醫，求主醫
治他，要吊抗生素消炎，抗生素令到白血球低，所以要調較合適的藥後，
可以返回大埔醫院，做腳部復健的物理治療，有好的效果，求主賜給他
豐盛的恩典和平安的心！ 

3. 請為沙靖區孫麗靈姊妹代禱，感恩！她最近的睡眠改善，可以睡得久些，
開始做物理治療。她於 24/10先做正電子掃描，認為可以回家做物理治
療，但若麗靈一離開醫院，便因香港家不太適合住，就要返深圳住了。
逢週四醫生們會開會，請代禱，求上帝有最好的安排！求主醫治保護她，
心中滿有喜樂和平安，經歷主的恩典！求主賜孫媽媽更多經歷主的平
安，有好的睡眠和休息！主賜恩加力給她的男朋友去照顧麗靈！ 

香港： 
感謝神，上帝是創造天地，掌權人心的神。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
香港，如同行在天上。作惡為上帝所憎惡．因國位是靠公義堅立。求上帝掌
權於香港政府，掌權於警隊，掌權於帶動每個支持/反對行動的組織，求主扭
轉人心轉歪了的一切意念，吩咐人心要看見一切命令的終歸就是愛，不是仇
恨、不是以暴易暴、武力對抗。求上帝的愛充滿我們，在香港做和平之子，
帶出愛心、信心、盼望、光明和寬恕！ 



 

太陽家庭分享會   誠邀大家出席!! 
日期 : 19/10(六) 

時間 : 7:30PM 

地點 : 博康幼稚園親子室 

內容 : 飲咖啡、聽故事。 

2019年第四季裝備中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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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午堂成人： 100人 兒童： 0人 沙苗區： 小天地： 暫停
晚堂成人： 34人 兒童： 2人 幼班： 21人

6/10 早堂成人： 95人 兒童： 1人 中班： 24人
午堂成人： 114人 兒童： 8人 高班： 18人

合計 成　　人： 343人 兒童： 11人 沙苗區： 63人

沙田堂溝通平台 

教會現正積極建立更多平台與弟兄姊妹連結，若你有任何查
詢，通知或意見，歡迎在這裡填寫，讓我們更了解你的心聲，

一同建立教會。 
 

1) 在沙田堂網站按此連結 :              2) 直接輸入網址 :                    
                                      https://bit.ly/stcplatform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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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 

午堂 
張大華 

邢福增 

院長 

我們與惡的距離 

(羅 5:1-5) 
鄭嘉慧 盧志明 

盧志明 

小組 

盧志明小組 

陳浩銘  姚雄傑 

晚堂 謝瑋晏 

佘健誠 

牧師 

聖經有益 

(提後 3:16-17) 

鄭詠怡 高向陽 
高向陽 

小組 

高向陽小組 

林煒菁  梁玉英 

20/10 

早堂 
王桂芳 呂彩嫺 林德瑩 葉偉樂 

黎燕妮  黃麗芬 

吳小燕  胡佩琼 

梁宛芬  黃麗芬 

午堂 鄭詠怡 謝駿麒 
司事長：劉俊彥 司事：陳堅浩 梁嘉欣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陳嘉明小組+呂偉玲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