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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帶回嚿薑換個薯仔的生活》      詹志誠宣教師 

  遠方朋友告知我，在這抗疫的日子中，馬拉男人已變得不再一樣。事緣早
前馬來西亞政府只容許「一家一男人」離開住所購置食糧和日用品，結果四處
的景象叫人哭笑不得，特別從一些相片中，看到一班馬拉大男人，在全場沒有
女士的超市中，戰戰兢兢地閱讀太太寫下的小字條，眼睛滿是迷惘地在貨架上
尋索真正需要的東西，若有懷疑就立刻視訊太太，小心地和對方核實一番，否
則稍後又要冒險再走一趟，為的可能是〝帶回嚿薑換個薯仔！”這等任務。話
雖如此，據知不少太太已很久沒有寫小字條給丈夫，而丈夫也很久沒有給太太
那麼多的視訊來電了，有些過程確實使人回味，但能否有美好的回味，視乎個
人心中的選擇、活在其中的心態。 

  馬太福音五章一開始記載了使人回味無窮的八福，這段經文叫人感到何謂
真正的有福，好多時是在生活壓力及張力之中，作出美善的堅持而出現的，能
夠堅持源於我們在上主之中的一份單純、愛慕及信靠，讓我們在主的國度裡察
看到人生的甜酸苦辣。隨後在十三節上主更提示我們，人生是要有味道。你們
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
踐踏了。（太五 13）過去一段日子，生活出現不少限制及張力，但亦帶來不少
和家人互相諒解及重新認識的機會，有孩子的更會發現子女正緊密又默默地吸
收你的身教，真的是互相監督，彼此守望。疫情中，我太太在家變身為
Homeschool（在家學校）的老師，而我不時在完成工作後，隨即就騎著單車，
左一袋右一袋，外賣仔送回家。到晚上我們又化身為 Playgroup（遊戲工作坊）
導師，在家和兩個孩子玩下遊戲及玩具。可能作為父母的你和我們一樣，每晚
也筋疲力竭才能抱頭大睡，明天可以怎樣保持狀態呢？保持什麼？或許是保持
你我的溫柔、忍耐及謙卑等等。想一想這豈不是人生不可少的調味成份？ 

  聖經中提示我們要在屬靈上，好好調和我們的生命，而“鹽”對於猶太人，
更是意義重大，關乎神的立約（利二 13、代下十三 5）；喻表人對神的忠信
（可九 49-50）及對人的真誠（西四 6），在日常生活上，就關乎解毒、調和
飲食及防腐保鮮等作用。逆境中，你家中有毒要解嘛？要解的可能是埋怨、是
暴躁....爭拗，或是要依靠那位守約施慈愛的上主，以祂的柔和謙卑來擔起你當
下的軛（太十一 29），一步步行恩典的路，在生活的張力下，以祂的恩調和我
們的生命，好好防腐保持新鮮。抗逆需愛心，大家同努力。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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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詩歌 
 

擁戴祂為王 
曲、詞：Sharon Damazio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擁戴祂為王 擁戴祂為主 奇妙神 安慰師 全能真神 
以馬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 祂要掌權到永遠 祂要掌權到永遠 

 
全地宣告 

曲、詞：Noel Richards、Tricia Richards 

1.全地宣告 榮耀復活救世主 祢是配得 救世主耶穌榮美 
2.我要宣告 榮耀復活救世主 被殺羔羊 世人得與神和好 

副歌：祢是永永遠遠 在寶座上羔羊 
歡欣跪拜我主 我只想敬拜祢 

 
以馬內利 

曲、詞：Bob McGee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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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尼西 

曲：吉中鳴  詞：鄭楚萍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高舉神是我的旌旗 面對世間衝擊 
堅守神是我的真理 來為基督爭戰 

耶和華尼西 耶和華尼西 耶和華尼西我上帝 
 

只要有祢在我左右 
曲：陳麒安  詞：陳麒安、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開我的眼睛 讓我看到天使天軍 
仇敵的攻擊 我要更堅定信靠祢 

祢是我力量 祢是我永遠的拯救 祢的右手施展能力 顯出榮耀 
副歌：只要有祢在我左右 我必不懼怕 
靠著祢的聖靈 祢的應許 永遠不放棄 
只要有祢在我左右 我必不懼怕 

神啊 誰能像祢至聖至榮 可頌可畏 施行奇事 
**誰能控告 誰能敵擋 我是神所揀選的 我是神所揀選的**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講員：王桂芳牧師 
講題：爭戰得勝 
經文：出埃及記 17:8-16 

8 那時，亞瑪力人來在利非訂，和以色列人爭戰。9 摩西對約
書亞說：「你為我們選出人來，出去和亞瑪力人爭戰。明天我
手裡要拿著 神的杖，站在山頂上。」10 於是約書亞照著摩西
對他所說的話行，和亞瑪力人爭戰。摩西、亞倫，與戶珥都上
了山頂。11 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
力人就得勝。12 但摩西的手發沉，他們就搬石頭來，放在他以
下，他就坐在上面。亞倫與戶珥扶著他的手，一個在這邊，一
個在那邊，他的手就穩住，直到日落的時候。13 約書亞用刀殺
了亞瑪力王和他的百姓。14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將亞瑪力
的名號從天下全然塗抹了；你要將這話寫在書上作紀念，又念
給約書亞聽。」15 摩西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尼西」（就
是耶和華是我旌旗的意思），16 又說：「耶和華已經起了誓，
必世世代代和亞瑪力人爭戰。」 

大綱： 
1. 認清戰場 
2. 團隊配搭 

緊密同行 
3. 主已得勝 

反思問題： 
1. 你的生命戰場在那裡呢？撒但在那裡影響你呢？你如何靠主面對呢？ 
2. 你有緊密同行的伙伴嗎？你們如何彼此守望呢？若沒有，你如何去

建立這些同行者呢？ 
3. 主耶穌已經得勝，如何影響你的生活呢？你看世情的眼光有什麼不

同呢？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講題： 爭戰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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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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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復興教會，幫助我們常常尋求主，求主的寶血洗淨我們，聖靈充滿我們，

使我們得自由，並能敏銳屬靈的事，聽到主的聲音，能忍耐恆切禱告，保守
屬主的群體，連結匯聚我們，燃點禱告不息的火，經歷主的同在和大能！ 

2. 請為弟兄姊妹能認識屬靈爭戰，並能靠主勝過撒但的欺騙、迷惑和攻擊，有
主十足的保護。求主幫助他們能有緊密同行的伙伴，並認定上帝已經得勝，
以致他們能以不一樣的眼光來看世情，並能活出天國子民的身份，常與主同
在，作成主的工！ 

3. 請為籌備 6/6 重開週六午堂崇拜代禱，求主帶領和預備，並能有好的安排，
並讓弟兄姊妹與同工彼此合作，在安全的環境下一起敬拜主！ 

4. 沙綠區有三對準新人將於七月舉行婚禮和婚宴，求主帶領他們的籌備，並能
夠如期舉行，賜他們平安、喜樂和感恩的心去參與，以禱告進入婚姻，經歷
主的帶領和恩典！ 

同工： 
1. 請為鄭詠怡姑娘代禱，在社會運動及疫情期間，她在網上多學習各類型的課

題，時事分析、福音與教會、社會關懷、網絡技術、煮食等等，希望這些探
索能擴闊她的視野、增加知識，願對自己、教會及社會有更多了解，幫助自
己成長。 

2. 請為黃慧貞姑娘代禱，她因耳石症問題，經常引致頭暈，求主醫治保守她！ 
3. 請禱告記念呂彩嫺姑娘的兩個女的身體和工作，她們身體比較虛，加上工作

壓力大，睡不好，求主格外施恩典和賜福她們！ 
4. 請為謝駿麒先生和家人代禱，繼續祈禱交託他爸爸的身體康復，因之前不小

心跌倒盤骨位有積瘀，現在用藥後慢慢康復，不過行動仍不便。另外，禱告
記念女兒天蕊預備開學的心情和適應，兒子天行享受假期到 9 月才開學。 

5. 請為鄭嘉慧姑娘代禱，禱告記念她能夠更敏銳聖靈的聲音，與主有更親密的
關係，生命能被更新，在服侍上更討主的喜悅，在不足之處有主的恩典補足。 

6. 求主記念詹志誠先生一家，近日因孩子的開學安排及太太的家務繁多，需要
神施恩帶領並賜下智慧，讓各人有妥善的時間安排。 

肢體： 
1. 請禱告記念會友何勤合弟兄的喪禮安排，求主帶領，求主保守他的太太曾金

容姊妹的精神和心情，求主安慰她和家人，並有祂的話語陪伴她們走過哀傷
的低谷，經歷主的恩典和盼望！ 

2. 請為沙勉區黃進克弟兄（少民的爸爸）代禱，他將於 26/5 於大埔那打素醫院
做右眼的白內障手術，求主保守他的手術順暢，有好的康復，視力更清楚，
經歷主的恩典和平安！ 

宣教： 
請為泰南購地辦校代禱，求主讓 25/5 可順利簽約，地主不再反口；求主讓土地
廳批准基金會購買這塊土地。 
香港： 
請為香港代禱，除了面對疫情帶來民生和經濟的影響外，還有立法局的議事、監
警會的報告、DSE 歷史試題等，求主帶領，走出幽谷，並能有主的公義和憐憫彰
顯。求主興起信徒合一禱告的心，求上帝的旨意成就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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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1. 6 月 6 日（六）開始恢復週六午堂崇拜，地點：博康幼

稚園禮堂，人數限制 60 人，參加者需預先報名，報名

情況會由區牧發放。 

2. 6 月 1 日開始，小組可恢復實體聚會，請小組自行安

排開組地方，辦公室稍後將發出小組實體聚會的防疫

指引。 

3. 溫馨提示：網上奉獻完成轉賬後，請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教會，如教會沒有收到通知，會以無名氏入賬，

詳情請到以下網址查閱： https://bit.ly/stcdonation。 

4. 會友何勤合弟兄的安息禮於 30/5（六）早上 10:15 在

大圍富山公眾殮房舉行，禮畢靈柩隨即運往和合石火

葬場進行火葬禮，弟兄姊妹可屆時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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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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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奴役中得釋放 

經文：出 2:23-3:10 

 

日期：23-24/5/2020（六，日） 

敬拜：陳文豪弟兄 

講道：王桂芳牧師 

講題：爭戰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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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健誠牧師 

講題：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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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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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