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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午堂：4：30pm(幼稚園) 晚堂：6：30pm(幼稚園) / 週日早堂：9：00am(幼稚園) 午堂及兒童小組：10：30am(培英)
辦公室地址：沙田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電話：26462469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詹志誠宣教師

作為疫情中的一位父親，在孩子們要停學及自己在特別工作安排下，我反
省到自己在家人眼中的真實為人，家人見到再沒有堂址聚會要去的我，仍是一
個敬拜上主活出信仰的人嗎？當我們再沒有聚會要去，是否更見自己信仰的真
實呢？過去幾週也收到不少父母的分享，他們像我及太太一樣感到不少壓力，
原因好可能是擔心家人的健康、或是家中各人難於有秩序地完成家中的課堂學
習及工作、吵吵鬧鬧或許也多了、甚至作息時間也出現問題。好像沒有一個編
排好及習慣了的日程表，生活就亂了過來，感覺毫不自在。究竟是日程表出現
問題，還是我們內心真實的浮現；可能我們並不真的時刻或夠全然信靠和跟從
上主的呢？
上帝是靈；敬拜他的應當用心靈和『真實』來敬拜。」約四 24 (呂振中)
這節經文背景是耶穌向一個撒馬利亞婦人揭示，祂要人打開心窗及要在神
全然知曉的恩典下，如何看見自己卑微的真相及上主的偉大及慈愛，呼喚我們
在祂的話語中為接近衪的道路，這個是一個以心靈追求真相的過程，我們在這
日子十分需要在心靈中向神默默禱告，為自己及萬民認罪悔改。
務要謹慎，要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走來走去，
尋找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
也正在經歷這樣的苦難。彼前五 8-9(和修本)。
曾聽過一個故事；有一位天使對一隻獅子說：「你如果見到基督徒，你是
不可吞吃他們的。」獅子說：「我怎知道誰是基督徒?」天使說:「他們身上有
一種特別的味道。」過了幾天，天使找那獅子及問它說：「有人告你把一個基
督徒身體的骨和肉都吃完了，只剩下他一張嘴，這是什麼一回事！？一位親子
教育專家有一句話：『世上沒有完美的父母，只要做一個真實的人』( Sue Atkins
素爾阿特金斯)。或許我這樣說，有時真實地看見自己剩下的是一張嘴而懊悔，
這確是神的恩典，主的恩典呼喚我，要看見自己的心靈及對主的真誠，即使世
界的秩序日趨混亂，但我們心靈務要竭力每天敏感及依靠聖靈的提醒，及在生
活中怎樣在主的定時下，盡心作成主所托付我們的工作及家課，活現出一個全
然信靠上主的生命。
在約四 24 中的『真實』，原文這字可有兩個向導的理解，一是人在上主
面前要真誠，要真實無偽的坦誠，二是人願意在心靈看自己的真相，在這真實
下，我信上主會讓我們明白真理，這真理是藉主的說話及祂主動的啟示下賜給
我們。這真理能帶領我們行得穩站得正。求主憐憫我，如同憐憫各人一樣，我
們一起在混亂不安的時代中，看清我們的脆弱，靠緊祂的恩典，緊守托付愛主
愛人。在此我禱告主，願您們平安。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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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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詩歌
感謝天父
曲、詞：周巽倩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感謝天父 祢愛充滿在這地
感謝天父 祢賜下獨生子
副歌：感謝耶穌 祢為我們捨命
感謝聖靈 祢時刻與我同行
Way Maker
詞、曲：Osinachi Okoro 版權屬 Integrity Music 所有

You are here, moving in our mids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working in this place,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moving in our mids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working in this place,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Waymaker, miracle worker, Promise keeper,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God, that is who You are*
You are here, touching every hear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healing every hear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turning lives around,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mending every hear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That is who You are, That is who You are, That is who You are, That is who You are
**Even when I don't see it, You're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feel it, You're working
You never stop, You never stop working, You never stop, You never stop working**

I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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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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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耶路撒冷
曲、詞：曾祥怡 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期待那一天 親眼見祢面 永遠不分離 在新耶路撒冷
城內有一道 生命水的河 黃金的街道 有神榮耀光照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親自與我們同在 我們作祂子民與祂同住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擦去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傷悲因一切都更新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沒有哭號疼痛 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這是我渴慕 這是我等待 永永遠遠與祢同作王**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三月七、八日
講員：路得姑娘
講題：這是天父世界
經文：路加福音 12:22-34

22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為身體
憂慮穿甚麼；23 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24 你想，烏鴉也不
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且養活牠。你們比飛鳥是何等地貴重
呢！25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譯：使身量多加一
肘呢）？26 這最小的事，你們尚且不能做，為甚麼還憂慮其餘的事呢？
27「你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
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28 你們這
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神還給它這樣的妝
飾，何況你們呢！29 你們不要求吃甚麼，喝甚麼，也不要掛心，30 這都
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必須用這些東西，你們的父是知道的。31 你們只
要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32「你們這小羣，不要懼怕，
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33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
預備永不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不能蛀的地
方。34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哪裏，你們的心也在那裏。」
大綱：
1. 當你憂慮的時候，來看這是天父世界，相信天父一直在看顧我們。
2. 當你憂慮的時候，來看這是天父世界，去關注天父所愛的其他人。
反思問題：
1. 近來你看到天父的看顧嗎？在什麼事情上經歷到祂的恩典？請與人分享，
彼此鼓勵！
2. 想想你近來的生命取向是什麼？是追求神的國？還是多為自己奔跑、煩
擾？現在你身邊誰是有需要的人？你會有什麼行動？
---------------我的回應----------------日期：
講題：

日期：二零二零年三月七、八日
這是天父世界

講員：

路得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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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
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 16:33)求主耶穌賜給我們屬天的
平安，靠主勝過世上一切的苦難！靠著主的能力抗疫和抗逆，得勝有餘！
2. 請為弟兄姊妹於這疫情中，可以更多向主傾訴，得著主的安慰和鼓勵，並藉著默
想主的話，成為他們腳前的燈和路上的光，出黑暗進入光明，信心堅定！求聖靈
充滿和指引，更多生命的反省，在這時刻如何活出主的召命！
3. 感恩！於 28/2-1/3 舉行的「與主同行齊抗疫」有美好的服侍，祝福社鄰！請為
籌備「與主同行齊抗疫 2.0」的行動代禱，求主賜智慧去安排，激勵弟兄姊妹一
起參與，激發愛心分享主愛予有社區人士！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在香港疫情下，有智慧和能力帶領同工隊工，如何牧養和處理
教會一切的事工禱告，求主加力。
2. 請為張大華牧師代禱，求主每日加添他力量，一起同渡疫情。
3.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主幫助她在疫情中，更能敏銳聖靈的帶領和啟示，更合
適地牧養生命。最近她參加「基督教教練培訓課程」，求主賜她智慧並有美好的
學習，能學以致用。求主賜福她的父母的生命，更多認識信靠主，身心靈安康！
4. 請禱告記念黃慧貞姑娘的爸爸，他現住的護老院，因疫情緣故，不能開放探訪。
求主保守爸爸的情況，有主的看顧和保護。
肢體：
1. 感謝主！沙星區吳偉基黃文麗夫婦（即沙勉區徐金勤姊妹的兒媳）於 4/3 誕下
千金。願主賜智慧和愛心給父母和家人，去撫養和培育孩子健康成長，讓她的智
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她的心都一齊增長。
2. 請為當老師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賜他們智慧和技巧去安排視像教學，要錄製
大量教學、處理學生和校務事宜，並禱告記念某部分身為家長的老師，再加上要
照顧年幼子女，的確比平常日子擔子更重。求主幫助他們在忙碌中，有主所賜的
能力和恩典，並有竭息的時間親近主，安穩在主的愛中，經歷主的同在。
3. 馮余基容姊妹（Karyn、阿小及 Toby 的媽媽、Martin，哈山和 Sam 的外母)於 5/3
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撫平傷痛，賜給家人盼望和平安，滿有主的恩典！求
主帶領喪禮的籌備，一切順暢，交在主的恩手裡！
4. 請為停課不停學的學生代禱，求主賜他們智慧、專心和耐性，於網上學習，並能
每日有好的作息時間，珍惜光陰！求主賜他們和父母有更多愛和合適的相處和
溝通，彼此的關係更進深！
香港：
1. 求主保守現入住隔離營或檢疫中心的人士能有耐性和好的適應，賜他們身心靈
健康，並為要照顧他們的人士能有充足的智慧和能力，完成每一項的工作！
2. 求主賜智慧予政府於本地防疫和抗疫中，接載從武漢返港的港民的安排，各部
門能彼此分擔和配搭，並能與港人一起同心合作，求主恩待，能有美好的果效！
中國和世界：
請為全世界確診新冠肺炎的國家和城市，特別是中國、南韓、日本、意大利、伊朗等，
能有智慧和能力防疫和抗疫，歇止病毒傳播，保障國民安康，政民齊心努力，團結一
致，打勝仗！

家事分享
1. 鑑於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減退和感染人數也不斷增加，教會
決定 14-15/3 仍然維持只有網上崇拜，其餘所有小組（除網
上小組外），裝備課程和活動都暫停，詳情請參閱通告。
2. 抗疫見証分享區 https://bit.ly/2UAHJgw，鼓勵弟兄姊妹分享。
3. 抗疫代禱分享區 https://bit.ly/38bmBSf，鼓勵弟兄姊妹分享。
4. 鼓勵弟兄姊妹這段時間在網上開小組彼此守望，可使用
Zoom 等軟件。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本堂對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的防疫安排如下：
（2020 年 2 月 28 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鑑於武漢肺炎疫情仍然嚴峻，沒有減退的跡象，受感染人數也
持斷增加，加上全港學校仍處於停課階段，為了確保會眾的安全，
避免人多聚集而交叉感染，故今星期同工會經過商討後，又得到執
事們的贊同，決定未來兩星期的四堂崇拜（即 7-8/3/2020 及 1415/3/2020）仍然會由實體崇拜改為網上崇拜，其安排如下：
⏰播放時間：
週六下午四時三十分
週日早上十一時正
*除以上兩個時間外，直播錄影將接續放至翌日(週一)早上 10：00 後
刪除 *

🔵播放方式：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facebook 專頁內播放
https://www.facebook.com/cccstc.official/
（鼓勵弟兄姊妹，讚好沙田堂 Facebook 網頁）
💒崇拜安排：
日期：7-8/3/2020（六、日）
敬拜：張大華牧師
講道：路得姊妹
講題：這是天父世界
經文：路 12:22-34
日期：14-15/3/2020（六、日）
敬拜：尹鳳蓮姊妹
講道：王少勇牧師
講題：待定
經文：待定
⭐教會所有小組（除網上小組外）、裝備課程和活動等仍然暫停舉
行至另行通知。
⭐博康幼稚園和沙田培英中學所有地方不外借使用。
在這段期間，教會必定會密切留意並評估疫情的發展，如有任何變
更，會盡快通知弟兄姊妹。
故邀請弟兄姊妹們積極參與每週的網上崇拜，並在私禱中記念香港
疫情的情況，也為前線醫護人員禱告，求主親自保護和看顧。
也請大家保重身體健康，多休息和飲水，若弟兄姊妹有任何需要教
會的關心和幫助，請聯絡本堂任何一位傳道同工，我們必定給予合
宜的關心和幫助，願上主與你們同在，也願大家在這疫情中更依賴
上主，祂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沙田堂代堂主任：佘健誠牧師
28/2/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