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新春聯合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六日 
新春聯合崇拜：9：00am(幼稚園)               辦公室地址：沙田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 

電話：26462469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蟬鳴            「事奉不老」的傳說          張大華牧師 

有弟兄姊妹問及，如何事奉不老，試就浪子比喻，讓我們可以從
大兒子的心境，去找出事奉喜樂的訣竅。 

他對父親說：『我服事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
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
他一來了，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父親對他說：『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
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
當歡喜快樂。』」路加福音 15:29-32 

許多事奉者就像大兒子，用奴僕的心去事奉神。 

大兒子明白要服侍父親的產業，努力去做，定時去做，忠心去做，
不違背所領受的，他會按工作的規定去完成，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
敢享受工作的成果，期望搏得父親一聲稱讚及獎賞，卻沒有得到。父
親的回應就是：『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們不
要以奴僕的心態去事奉，因為我們要交帳是向神交帳，我們盡力忠心
就足夠了，果效由神去承受。 

另外組長作為耶穌委派的牧者，他交給我們一個都不會失落，在
我們事奉生涯中，也有小兒子離開教會進入世界，但我們依然確信天
父，等待著他回到父身邊。我們祗管去牧養我們弟兄姊妹，門訓他們
成為主的門徒，明白神的旨意作成使命門徒。 

我們也不要以孤兒的心去事奉：大兒子擔任管家的角色，使他每
步不敢鬆懈，每每遇到難題，人事問題，工作問題，都需要面對及處
理，而每個問題都要一力承擔，長期事奉讓人喘不過氣來。而大兒子
接任事奉，也經歷人生不同的階段，成家立室，育兒成長，每個都是
新的挑戰，但手頭工作也未有因此而減少，反而需要保持增長。 

孤兒缺乏愛，所以缺乏自信，要用工作效果去肯定自己，擔心人
的批評和介意人言，也不懂愛及接受愛，知道神是愛，卻未有經歷神
的愛，將自己關在心門之內。所以對所有人都沒有安全感。 

﹙第 5頁續﹚ 
代堂主任： 佘健誠牧師(沙星區、沙龍區、沙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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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星區、沙龍區、沙宣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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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慧貞宣教師(沙苗區)  
 鄭詠怡宣教師(沙靖區) 鄭嘉慧宣教師(沙奮區)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 詹志誠宣教師(沙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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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 / /www.cccstc .o rg  
https： / /bit . ly /stciosapps  

https： / /bit . ly /stcandroid  
@cccstc .off ic i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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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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敬拜 呂彩嫺宣教師 

講員 王桂芳牧師 

招待 黃靜雯、羅合群、何強華、羅淑卿 

總務長 羅偉真執事 

司事 羅淑卿、林麗珊 

音響 陳偉業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代上 4:9-10；太 6:9-10 

宣  道             靈的突破，從禱告開始！ 

奉  獻                 願祢國度降臨 

家事分享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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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1(四至五)張大華牧師放大假，請記念。 
3. 招募活動工作人員：泰易跑將於 2 月 2 日下午 2:02 幼稚園對出籃球場舉
行，現招募工作人員負責收取報名費及處理查詢等事宜，有意者請與謝駿
麒宣教師聯絡。 

4. 招募詩班：竹居台聯合崇拜將於 3 月 29 日九龍灣展貿中心舉行，由李偉
良（石仔）宣教士分享主題：「興起新一代的宣教」，在這個時代發出宣
教的呼聲，現召募詩班，用小黑所作的「堅守作精兵」，招慕主的精兵，
有志成為詩班員，請向組長報名，齊集後交辦公室。由鄭詠怡宣教師指揮，
集合練歌日期：7/3、14/3（六），時間：晚上 8:00-9:30，地點：幼稚園禮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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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詩歌 

 

祝福你 

曲：顧嘉輝 

1. 祝福你在每一天裡永遠多彩多姿 心坎中聚滿主的愛 長存百般美 

2. 祝福你在你一生裡 主榮光永伴隨 好開心 日日也歡喜 時時笑開眉 

副歌：天天誠心禱告和主親 高歌一曲共頌上主恩 

日日要數算主的恩典 春夏秋冬不止 

3. 祝福你 上帝祝福你 百尺竿頭高起 一生中 日日有恩典 人人笑開眉 

﹙衷心祝福你 永遠祝福你 共唱主善美﹚ 

 

和撒那 Hosanna 

曲、詞：Carl Tuttle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 和撒那 和撒那 和撒那在那至高處(x2) 

2. 榮耀 榮耀 榮耀歸萬王之王(x2) 

副歌：主我高舉祢名 心中充滿讚美 齊來高舉我主我神 和撒那在那至高處 

﹙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曲：吳華樂、詞：吳華樂、溫仁和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我要尋求祢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裡我尋求祢 

2. 主我是軟弱及無助 祢卻是我的力量 

以祢親切的手引導我 那就是我的得勝 

副歌：每一次我禱告 我搖動祢的手 禱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禱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鋪平 使列國歸向祢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曲、詞：霍志鵬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在這遍乾旱土地 沒有豐足的收穫 願祢察看施憐憫 賜春雨滋潤大地 

是祢永看顧的恩義 叫我眾永不驚惶 現我以信心回應 獻上迫切的禱告 

副歌：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藉已成就的禱告 讓我開始認識主大能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像戰士激發熱心 顯明祢是獨一的主 是祢永遠作王 

 

願祢國度降臨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永久不變萬千世代 仍然無更改 神國度到永久 

遠超過在這世上 無論何權柄 神寶座在至高處 

縱使黑暗遮蔽祢面 但祢寶座終不改變 榮耀定再彰顯於世界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 直到永久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 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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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六日 
講員：王桂芳牧師 
講題：靈的突破，從禱告開始！ 
經文：歷代志上 4:9-10；馬太福音 6:9-10 

歷代志上 4 章 
9 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他母親給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說：我
生他甚是痛苦。10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 神說：「甚願你賜福與我，
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馬太福音 6 章 
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講道大綱： 
引言： 
1. 為個人禱告 
2. 為神國度禱告 

思考問題： 
1. 你平時多為自己禱告嗎？若有，祈禱的內容是那方面呢？從雅比

斯的禱告中，給你什麼啟發呢？ 
2. 新的一年，你在靈命突破中，你期望在個人禱告中，有那方面突

破呢？如何實踐呢？ 
3. 你平時多為自己以外的需要禱告嗎？若有，祈禱的內容是那方面

呢？從主禱文（6:9-10）給你什麼啟發呢？ 
4. 你期望在為神國度禱告中，有那方面突破呢？如何實踐呢？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六日 
講題： 靈的突破，從禱告開始！ 講員： 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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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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午堂成人： 129人 兒童： 5人 沙苗區： 小天地： 8人
晚堂成人： 28人 兒童： 0人 幼班： 22人

19/1 早堂成人： 89人 兒童： 2人 中班： 23人
午堂成人： 104人 兒童： 5人 高班： 18人

合計 成　　人： 350人 兒童： 12人 沙苗區： 71人

﹙接續第 1頁封面文章﹚ 

孤兒感覺天父不在場，沒有聽禱告，一直都是靠自己去撐，但主
應許常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
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16聖靈
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奴僕的心…(羅 8:14-16) 

聖靈就是保惠師，真理的聖靈，教我們明白(進入)一切的真理，我
們需要經歷聖靈上帝，才可以由奴僕的心轉向兒女的心，要經驗神的
大愛與保守，身、心、靈才變得健康。今日我們明白天父的旨意，接
受耶穌基督的大使命，努力研究聖經的道理，引經據典，就是害怕解
錯神的心意，卻忽略聖靈上帝，就是教導我們明白(進入)一切的真理
(約 16:13)，讓我們同証我們是神的兒子，以神兒子的心去事奉，事奉
不老。 

神兒子的心去事奉是以神的角度去看事奉的目標，神的心意是要
萬人得救，明白真道，不局限自己的小組、牧區及教會。神對浪子回
轉是極大的喜樂，會宴請親朋，神喜悅的是未進入神國的人可以進來，
作神喜愛的事，你也會感受到喜樂之源，事奉不老。 

﹙完﹚ 

 
2020年第一季裝備中心課程 

 
創世記選讀（一） 

 
藉著選讀李思敬《五經行：妥拉中的生命智慧》當中的文章，與大家一起研讀創世
記，明道以致行道。 
導師：路得姊妹 
日期：2月 9, 16日, 3月 1, 15, 22日（週日，共五堂）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幼稚園禮堂     
要求：課前會發出選讀文章，須先自行閱讀。 
費用：$100 
截止日期：2/2（下主日）                    網上報名：https://bit.ly/2RzUKps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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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二月份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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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午堂 
鄭韻莉 

詹志誠 

宣教師 

勇爭戰 

見榮光 

(弗 3:1-13) 

王桂芳 黃國誠 黃國誠小組 
黃國誠小組 

陳嘉允  張天恩 

晚堂 張大華 張大華 區俊英 區俊英小組 
區俊英小組 

羅偉成  黃素心 

2/2 

早堂 
張大華 

鄭嘉慧 

宣教師 

警醒爭戰 

小組做起 

(弗 3:1-13) 

呂彩嫺 呂愛 李仕波 

張敏儀  劉詠儀 

劉詠思  梁秀英 

馮愛琼  劉詠儀 

午堂 胡穎怡 謝駿麒 
司事長：劉俊彥  司事：翁綺雯  甄國文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沙星區（由何錦培安排人手） 

8/2 

午堂 
陳上言 

宋軍 

博士 
自由題 王桂芳 陳錦儀 陳錦儀小組 

陳錦儀小組 

姚雄傑  劉愛婷 

謝駿麒  詹志誠 

晚堂 鄭詠怡 

呂彩嫺 

宣教師 

盼望更新 

(弗 1:3-10) 

鄭詠怡 梁宛芬 梁宛芬小組 

梁宛芬小組 

林煒菁  許家軒 

呂彩嫺  鄭詠怡 

9/2 

早堂 
李偉禾 詹志誠 呂愛 葉浩然 

黃靜雯  羅合群 

何強華  羅淑卿 

李國恩  羅淑卿   

林德瑩  鄭嘉慧 

午堂 方卓雅 
宋軍 

博士 
自由題 佘健誠 

司事長：何錦培  司事：陳堅浩  梁嘉慧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謝翎翔小組/梁翠茵小組 

襄禮：司徒麗燕  鄭詠怡  謝駿麒 

15/2 

午堂 
梁亦璇 

佘健誠 

牧師 

合一而多元的 

教會 

(弗 4:1-16) 

鄭詠怡 劉愛婷 劉愛婷小組 
劉愛婷小組 

陳芷茵  尹穎欣 

晚堂 黎雪釵 張大華 朱銘珊 朱銘珊小組 
朱銘珊小組 

羅偉成  梁玉英 

16/2 

早堂 
盧俊傑 呂彩嫺 林德瑩 葉偉樂 

胡佩琼  黃麗芬 

麥韻梅  李仕波 

葉浩然  黃麗芬 

午堂 張大華 謝駿麒 
司事長：潘慕恩  司事：譚穎思  姚漢燊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陳嘉明小組/呂偉玲小組 

22/2 

午堂 
高輝文 

謝駿麒 

宣教師 
耶穌看安慰醫治 

鄭嘉慧 張証傑 張証傑小組 
張証傑小組 

黃菁汶  待定 

晚堂 何啟康 鄭詠怡 高向陽 高向陽小組 
高向陽小組 

朱銘珊  潘健嘉 

23/2 

早堂 
陳文豪 詹志誠 羅偉真 黎燕妮 

徐金勤  羅  妹 

麥仲衡  吳小燕 

林麗珊  林麗華 

午堂 司徒麗燕 佘健誠 
司事長：伍恩君  司事：梁嘉欣  陳堅浩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林穎芝小組/陳務耘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