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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五月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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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心細語

電話：26462469

婚姻常在禱告聲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王桂芳牧師

每次我為弟兄姊妹結婚而寫上的禱文，總是寫上「求主讓他們以禱告進入婚
姻。在上帝的祝福，在眾親友恭賀下，他們共訂婚盟，更多經歷主的恩典和愛，
並靠著主的能力和所賜的信心，適應新婚的生活，經歷主的同在和同行，婚姻美
滿快樂！」這是我對他們的祝禱，重點是「以禱告進入婚姻」，在一切籌備的過
程都是硬件，重要是軟件，向主禱告，讓上帝介入其中，婚姻在神的祝福下，以
禱告立誓，並要譜出禱告進行曲！
婚姻不是兩個人的事，是關乎神的事，無論誰想作一家之主，都不及讓神
作主，所以想達致美滿婚姻，必須尋求神的心意。鞏固婚姻的要素不單是夫婦
二人付出或委身多與少，而是讓神介入多少，因此禱告是不可或缺，禱告不是
吩咐神作事，而是尋求、了解神的心意。神為我們所定的人生計劃是美好的，
婚姻也是一樣，這個信念很重要。
不同時期和階段的婚姻，都帶出不同的挑戰，原生家庭、不同性格和生活的
習慣、工作的忙碌等…都會影響婚姻關係，當婚姻蜜月期過了，要長期過二人世
界的生活、或當孩子出生後、當孩子長大後、空巢期、有孫兒的婚姻關係，很需
要貼近主和神的介入，不只是掛了「基督是我家之主」，讓耶穌掌管家庭，而是
需要有行動，夫婦一起禱告，這是不可或缺的表徵，這屬靈的呼吸，這是滋養婚
姻的重要的維生素。今日我們好重視將最好的給兒女，其實最好的是信仰的傳承，
當孩子看見父母倚靠主，敬虔地生活時，這就成為了他們的榜樣，一生受用，父
母不能永遠與兒女相近，上帝卻可以！
樂意順服按照神的心意去持守婚盟的人，透過不住的禱告，往往能藉著聖靈
的能力更新改變和經歷主的醫治和釋放，為婚姻和家庭帶來祝福。為婚姻禱告，
當由自己開始，尋求神，讓神更新，祂是信實的，這往往是突破的開始。現在就
禱告吧！
為自己禱告：
父啊！我需要祢⋯⋯來愛我、幫助我、安慰我、堅固我、改變我、恢復我、造就
我、光照我、祝福我.......使我成為我配偶和我家庭的祝福。
為婚姻禱告（個人或與配偶一起禱告）：
奉主的名宣告，上帝遮蓋和保護我們的婚姻家庭，耶穌的救贖幫助我們分別為聖，
聖靈的大能和愛澆灌我們常在主裡，婚姻關係歷久常新，更相愛和包容，在不同
之處，經驗彼此配搭，將怨氣和鬱結交給主，用主的眼光去看對方，常看到彼此
的真善美，願主常常更新我們的生命，活出信心、愛心和盼望……
為婚姻守望：
當我們參與弟兄姊妹的婚禮，見證他們的婚盟，為他們慶賀，然而我們的祝福不
是婚禮完結便算，我們更需要持續地為他們禱告：
主啊！你是（夫婦的名字）的婚姻的主，求主賜福他們，常常經歷祢的愛和恩典，
主保護他們免受撒但的攻擊，有主的同在，並能一起禱告，尋求主，活出家庭的
使命！……（可按聖靈的感動或你所知道的情況為他們禱告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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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詩歌
世界之光
曲：曾祥怡

詞：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 世界的盼望 唯一的真光 照亮一切黑暗
耶穌 道路真理和生命 配得至聖尊榮到永遠
副歌：萬國萬民齊來敬拜 在聖潔的光中 高舉耶穌基督的名
天上地下齊來敬拜 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祢 世界之光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榮美的救主
曲、詞：Henry Seeley 中文譯：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耶穌 榮美的救主 復活全能真神 榮耀君王
神羔羊 聖潔和公義 溫柔的拯救主 明亮晨星
天使高聲齊頌揚 萬物都屈膝來敬拜祢
副歌：何等奇妙 何等榮耀 超乎萬民之上 配得尊崇
何等奇妙 何等榮耀 耶穌我主 超乎萬名之上 耶穌
**我要永遠敬拜 耶穌我愛祢 耶穌我愛祢**
（耶穌 榮美的救主）
祢滿足我靈魂
曲、詞：Laura Hackett 中文譯：馬浩心、郭靜汶 版權屬孵化箱事工所有

You satisfy my soul You satisfy my soul
You satisfy my soul with Your love
You make my heart sing You lift me on eagle’s wings
Just when I thought that my heart it would faint
You take the darkest night and turn it to shining light
Just when I thought that the night had won
祢滿足我靈魂 祢滿足我靈魂 祢滿足我靈魂 以祢愛
祢使我心歌唱 在鷹翅膀上翱翔 每當我想我的心快昏厥
祢把最黑暗晚上轉變成明亮光輝 當我以為黑夜已得勝
哈利路亞 祢使萬物成美好
哈利路亞 經過試煉成精金
哈利路亞 祢將哀痛變喜樂
在最黑暗晚上 當祢晨光初綻放 明亮的晨星 我只想與祢在一起
祢的恩典夠我用
祢的恩典每天夠我用 縱有困難也不會逃避
有祢與我一起 我還懼怕什麼 賜我勇氣去改變自己
Woo- 耶穌 耶穌 耶穌 奉獻一生皆因最愛是祢
為了祢我願將一切拋棄 耶穌為要得著祢
（我已決定我一生最愛是祢）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五月九、十日
講員：佘健誠牧師
講題：你看見甚麼？
經文：出埃及記 1:8-22（和合本修訂版）

8 有一位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興起，統治埃及。9 他對自己的百姓說：
「看哪，以色列人的百姓比我們還多，又比我們強盛。10 來吧，讓我
們機巧地待他們，恐怕他們增多起來，將來若有戰爭，他們就聯合我
們的仇敵來攻擊我們，然後離開這地去了。」11 於是埃及人派監工管
轄他們，用勞役苦待他們。他們為法老建造儲貨城，就是比東和蘭塞。
12 可是越苦待他們，他們就越發增多，更加繁衍，埃及人就因以色列
人愁煩。13 埃及人嚴厲地強迫以色列人做工，14 使他們因苦工而生
活痛苦；無論是和泥，是做磚，是做田間各樣的工，一切的工埃及人
都嚴厲地對待他們。15 埃及王又對希伯來的接生婆，一個名叫施弗拉，
另一個名叫普阿的說：16「你們為希伯來婦人接生，臨盆的時候要注
意，若是男的，就把他殺了，若是女的，就讓她活。」17 但是接生婆
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去做，卻讓男孩活著。18 埃及王召了接生
婆來，對她們說：「你們為甚麼做這事，讓男孩活著呢？」19 接生婆
對法老說：「因為希伯來婦人與埃及婦人不同；希伯來婦人健壯，接
生婆還沒有到，她們已經生產了。」20 神恩待接生婆；以色列人增多
起來，極其強盛。21 接生婆因為敬畏神，神就叫她們成立家室。22 法
老吩咐他的眾百姓說：「把所生的每一個男孩都丟到尼羅河裏去，讓
所有的女孩存活。」
大綱：
1. 你看見極大的迫害（出 1:8-22）
2. 但要看見上主隱藏的工作和恩典（出 1:8-22）
3. 總結
反思問題：
1. 當我們在挫敗和困難中，如何能夠看見上主的恩典和幫助？
2. 請你分享最近上主在你身上的恩典和幫助？
---------------我的回應----------------日期：
講題：

二零二零年五月九、十日
你看見甚麼？

講員：

佘健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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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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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與主同在，我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
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我們宣揚那召我們出黑
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求主幫助和激勵我們活出主的旨意！
2. 求主賜智慧和帶領同工會一起商議教會牧養架構和模式，實踐主的
旨意！
3. 求幫助我們仍能持續收看網上崇拜，生命被建立，並繼續於網上開
組和祈禱，彼此激勵，互相關顧！
4. 求主祝福弟兄姊妹的婚姻關係，有主的同在和保護，並能常常禱告，
經歷主的愛和恩典，建立蒙福的家庭！
堂委：
1. 請為李偉禾弟兄的香港及台灣的家人，求主保守他們，在疫情下，
有健康的身心靈！
2. 請為黃意君姊妹代禱，感恩香港疫情有緩和；感恩工作都雖然依舊
忙碌，但她也有時間網上開組和弟兄姊妹有好的交流。
3. 請為方卓雅姊妹的男朋友的婆婆禱告，她住老人院，三月開始因疫
情緣故未能前往探望，家人十分掛念，主祝福婆婆身心安寧。
同工：
感恩！佘健誠牧師於 6/5（週三）已完成後腳鬆筋手術，順利完成，求
主幫助他能有好好的休息，並能迅速康復。
肢體：
1. 請為沙勉區葉許佩紅姊妹代禱，她患糖尿病需要靠針药和運動以作
改善。最近她還常頭暈到醫院檢查，驗出有肝硬化，算嚴重程度，
需要打針醫治。求天父憐憫保守葉太的心思，讓她棄絕一次又一次
的患病恐懼，並將一切憂慮交給主擔當。祈求天父透過醫生配合各
種醫治叫她經歷天父愛與同在，平安和健康！
2. 請為沙勉區麥韻梅姊妹代禱，她最近身體仍不適，心跳偏快，容易
抽筋，手腫痛，6/5 覆診，做了一連串的檢查，兩星期後抽一次血，
求主保守一切結果報告盡都美好，求主醫治她，使她身心靈安康，
經歷主的恩典和大能。
香港：
1. 請為香港的抗疫之路能繼續前行，各方能團結一致，互相體恤和彼
此合作！
2. 求主賜智慧及能力給政府去處理大量民生事務，讓一切惠民政策能
成為市民的幫助。求主幫助市民遇到經濟上的困難，能找到出路和
幫助，能渡過時艱！
世界：
求主帶領各國抗疫的措施能有所成效，早日平息疫情，重新過正常的生
活！

家事分享
1. 原定 2020 年 5 月 31 日（日）舉行聖靈降臨洗禮聯合崇拜，
因疫情緣故取消，今次接受洗禮的弟兄姊妹會延遲至聖誕節
洗禮聯合崇拜一併舉行，請弟兄姊妹留意和記念。
2. 雖然近日香港疫情有緩和的跡象，但香港政府仍呼籲香港市
民不要放鬆，要謹慎防疫，故經過同工會和各執事的贊同，
我們決定五月份的崇拜仍然維持只有網上崇拜，我們計劃於
2020 年 6 月 6 日（六）開始恢復週六午堂崇拜，地點：博康
幼稚園禮堂，而小組和牧區的實體聚會和活動仍然暫停，詳
情請留意本堂的通告。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本堂的防疫安排如下（2020 年 5 月 9 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近日香港新型肺炎疫情好似有緩和的跡象，因過去一星期聽到許多正
面和好的消息，如：過去一星期的感染人數只有「個位」數字，其中
幾天錄得零個案；香港 DSE 考試仍在進行之中，仍未發現因考試有人
受到病毒的感染，加上香港特區政府宣佈於 2020 年 5 月 4 日開始公
務員恢復正常上班，教育局擬定 2020 年 5 月 27 日分階段逐步復課，
部份行業包括戲院和美容業也於 2020 年 5 月 8 日恢復營業，也放寬
食肆 4 人入座限制，每枱人數最多增至 8 人。基於以上種種因素，近
日同工會積極考慮恢復本堂實體崇拜的可行性，當然也要得到學校
（博康幼稚園和沙田培英中學）的准許，故此，同工會經過多方面的
考慮和商討，也得到各位執事的贊同，決定五月份的崇拜仍然維持只
有網上崇拜，原定 2020 年 5 月 31 日舉行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也
要取消，當天接受洗禮的弟兄姊妹會延遲至今年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
才接受洗禮，另一方面，同工會計劃於 2020 年 6 月 6 日（星期六）開
始恢復週六午堂崇拜，是有限制人數參與的實體崇拜，在崇拜中同時
進行直播和錄影，並於翌日早上 11:00 在本堂 facebook 內播放，而所
有小組和牧區的實體聚會和活動仍然暫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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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5/2020（六，日）
敬拜：鄭韻莉姊妹
講道：袁海柏執事
講題：待定
經文：出 3:1-22
日期：23-24/5/2020（六，日）
敬拜：陳文豪弟兄
講道：王桂芳牧師
講題：待定
經文：出 17:8-16
日期：30-31/5/2020（六，日）
敬拜：週日午堂敬拜隊
講道：鄭詠怡宣教師
講題：待定
經文：待定
日期：6/6/2020（六）（實體崇拜）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人數：限制 60 人（參加者需預先報名）
敬拜：連皓晴區長
講道：張大華牧師

講題：耶穌看活出使命
經文：待定
備註：該次實體崇拜同時進行直播和錄影，並於 2020 年 6 月 7 日（星
期日）上午 11 時在本堂 facebook 播放。
日期：13/6/2020（六）（實體崇拜）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人數：限制 60 人（參加者需預先報名）
敬拜：週六晚堂敬拜隊
講道：呂彩嫺宣教師
講題：待定
經文：出 24:1-18
備註：該次實體崇拜同時進行直播和錄影，並於 2020 年 6 月 14 日
（星期日）上午 11 時在本堂 facebook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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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鼓勵小組以視像形式
舉行小組聚會，繼續與弟兄姊妹相交、分享和學習，更希望弟兄姊妹
以私禱中記念教會和弟兄姊妹的需要，彼此代禱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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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