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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細語         裏外更新，關係重建        王桂芳牧師 

  「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出 15:26 下 

  在這段日子，在疫情中，在面對社會或政治事件，對個人，

在職場，在家庭中，在教會生活中，都要面對不同的轉變和適

應，都容易令我們產生不少的或不同的情緒來對應。上帝創造

我們，賜給我們不同的情緒（喜怒哀樂愛惡欲）來表達自己的

感受，讓我們得以舒緩，甚至宣洩，並讓自己和別人認識自己

的景況。剛才所提到的會是近期的情緒表達，然而在我的成長

的經歷，也許是幾十年來都會有不少情緒的表達，甚至進到情

緒的記憶，有時會覺得奇怪的是：為何會為一些小事發咁大的

脾氣（在心裡面發，表面是平靜的），或令自己感到情緒低落

呢？也許我會接納自己就是這樣大脾氣的人，或者我就是這樣

多愁善感啦！當我認識心靈醫治後，同時聖靈光照我，每當我

探視自己的生命成長時，發現到一些以前發生的事件或別人，

特別是親人對我的影響，原來是沒有離去的，今日它帶給我的

情緒仍然縈繞著我，影響著我，甚至嚴重時會轄制我，使我無

法脫離這情緒的困擾和傷痛。 

  感謝主的憐憫和眷顧，當我願意正視自己的情況，明白自

己的能力的限制，並且期望上帝的幫助，我學習到心靈醫治課

程後，讓我以這角度來看，認識到自己受傷的情緒，讓我向主 

（下頁續） 



 

（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傾訴我受傷的經歷，並藉著聖靈的臨在，祂的能力，幫助我得

醫治，脫離壓抑與捆綁。除此之外，也讓我留意到自己的說話，

常多是消極負面的，當時看到葉光明所著的「你可以選擇祝福

與咒詛」，這赫然明白到我們所說的話是會帶著權勢的，這會

影響著自己的身心靈，甚至別人的生命！並且了解到惡者常藉

著謊言去迷惑和破壞我們與人，與自己，與神的關係，讓我們

容易陷入冷戰、爭鬧，甚至撕裂的關係裡。感謝主！從課程中

學習到要奉主的名去棄絕負面的說話、謊話與內在誓言，並經

歷主的醫治，讓我可以常出恩言，多講正面和積極的話，以致

我裏外更新，恢復表裏一致，並可以重建與自己、與人、與神

的關係！ 

  有位姊妹認識和學習了心靈醫治後，她的體會是：讓我能

更整全地了解神國的奧秘，更深看見屬靈世界的真實，同時讓

我重新認識神創造的心意，是一個身心靈的整全觀念，同時對

自己的身心靈狀況有更大的明白和看見。 

  感謝主！今年十一月將推出裝備站：「裏外醫治：情緒與

話語」，正是我過去所學習的心靈醫治的其中的內容，這幫助

我們的情緒得著主的醫治，並讓我們靠著主脫離話語對我們的

綑綁，經歷在主裡得自由！萬勿錯過在這方面的學習和生命的

更新，大家可以留意下週裝備站的宣傳啊！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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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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26-27/9 
網上崇拜 

連皓晴區長 佘健誠牧師 
生命的培育 

（路 2:41-52） 

 

教 育 主 日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幼稚園福音工作分享  呂彩嫺宣教師(園牧)及博康幼稚園謝老師 

讀  經                      路 2:41-52 

宣  道                      生命的培育 

回  應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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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特別會友大會已於上週舉行，已通過接納二

零一九年會計師核數報告以及有關區會按立陳

智衡弟兄為區會牧師後，委任他為本堂牧師（非

受薪），並隨即差遣他往建道神學院全職事奉。 
 

 



 

敬拜詩歌 
 

進入祢的同在 
曲、詞：劉榮神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讓我進入主祢的同在 我與眾天使圍繞寶座敬拜 
喔讓我進入主祢的同在 我要單單敬拜祢耶穌 

2.讓我進入主祢的榮耀 我在祢聖潔光中被祢得著 
喔讓我進入主祢的榮耀 我要單單為主祢而活 

副歌 1：我要敬拜 敬拜 敬拜我的主 我要敬拜 敬拜 敬拜我的主 
我要跪下 跪下 在祢寶座前 我要跪下 跪下 在祢寶座前 

副歌 2：頌讚榮耀 榮耀 榮耀歸羔羊 頌讚榮耀 榮耀 榮耀歸羔羊 
頌讚聖潔 聖潔 聖潔的真神 頌讚聖潔 聖潔 聖潔的真神 

 
從這代到那代 

曲、詞：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要將榮耀能力 歸給耶和華 祂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祂 
不分種族國家 齊聲來頌揚 在寶座前 高舉雙手 

副歌：從這代到那代 萬民不停頌讚 從地極到地極 萬民歡然獻祭 
從列國到列邦 齊尊崇祢為王 高唱哈利路亞 齊敬拜彌賽亞 
**眾城門抬起頭 榮耀君王將要進來 末後的榮耀大過先前的 
眾城門抬起頭 榮耀君王將要進來 萬國敬拜如眾水的聲音** 

 
打開天窗 

曲、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願我 我的禱告如香陳列在祢面前 沒有黑暗勢力可以搖動我的信心 
願我 我的敬拜到祢面前 蒙祢悅納 天使天軍屈膝俯伏敬拜在祢寶座前 

副歌：打開天窗 打開天窗 願我的禱告打開天窗 
願祢充滿 祢的榮耀 祢的同在在這地 

打開天窗 打開天窗 願我的敬拜打開天窗 
我們只要祢的榮耀 祢的同在 在這地 在這地 

*願我的禱告如香 願我的禱告如香 願我的禱告如香 願我的禱告如香 
獻在祢面前* 

 
悅納的時候 

曲、詞：Johanna Ma & Louisa Kwok  版權屬孵化箱事工所有 

我們活著是為了此時此刻 今天我們選擇要跟隨祢 
當祢眼目察看全地 願祢尋得我們 因我們在這裡 

副歌：現在就是悅納的時候 悅納的時候 祢要來施行拯救 
我們要來一心歸向祢 一心歸向祢 我們的主 

現在就是悅納的時候 悅納的時候 祢要來釋放我們 
我們要來降服於祢 降服於祢 進入命定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詩集：培靈詩選，282 版權屬港九培靈研經會有限公司所有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一群充滿讚美的子民 
他們要靠我靈來往此地 並要榮耀我寶貴的名 
副歌：主啊 興起 建立教會 使我們靠祢堅固 
成為合一 祢的肢體 在祢愛子的國度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講員：佘健誠牧師 
講題：生命的培育 
經文：路加福音 2:41-52（新漢語譯本） 

41 每年逾越節，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42 耶穌十二歲那年，
他們又按照節期的習俗上去。43 守完節期，他們回去的時候，
孩童耶穌仍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卻不知道，44 以為他在同
行的人羣中；他們走了一天的路，才在親戚朋友中尋找他。45
既找不着，他們就返回耶路撒冷，一路尋找他。46 過了三天，
他們發現他在聖殿裏，坐在教師當中，一邊聽，一邊問。47 凡
是聽見他說話的人，都對他的悟性和對答感到詫異。48 他父母
看見他，感到驚訝。他母親對他說：「孩子，為甚麼這樣對待
我們呢？看啊，你父親和我一直焦急地找你呢！」49 耶穌對他
們說：「為甚麼找我呢？難道你們不知道，我應該在我父的家
裏嗎？」50 他們並不領悟他所說的這話。51 耶穌同他們下去，
回到拿撒勒，事事順從他們。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藏在心裏。
52 耶穌的智慧與體格，以及神和人對他的喜愛，都不斷增長。  
大綱： 
1. 教育（路 2:41-51） 

2. 成長（路 2:52） 

3. 總結 

反思問題： 
1. 為何教育對人的成長這麼重要？ 

2. 聖經描述孩童耶穌的成長有何特徵？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講題： 生命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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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的是耶和華，造作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是他的

名。他如此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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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3 求主讓我們確信祂是成就和建
立的神，祂應允我們的禱告，並指引我作成祂的工！ 

2. 求主幫助我們於疫境中彼此同心同行，彼此支援，確信沒有疫境
使我們與主的愛隔絕，讓我們更深經歷彼此相顧，經歷主的同
在！ 

3.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升中生在小組中的適應和原有組員的投入
度，在彼此適應期中能激發彼此愛心，勉勵行善。另外，為到高
中組與沙少區銜接禱告，感恩一直有一班沙苗區導師委身服侍
此小組，在轉入沙少區前，讓少年人得以被牧養，願主親自報答
他們。 

4. 請為有兒女家庭禱告，兒女開學或逐步實體上課，照顧安排上要
重新調節，求主祝福他們身體健康、時間安排妥當！ 

5. 請為同工會仍繼續商議未來教會事工的方向和計劃代禱，求主
指引，求主賜智慧去明白和實踐主的心意！ 

執事： 
請為司徒麗燕執事代禱，現在她每星期有兩天去照顧孫女「在恩」，
求主保守她有良好的吃奶和睡眠習慣，賜智慧給她的父母照顧和培
育她，讓她在主的恩典中成長。 
宣教士： 
請為李偉良韓昱的家庭和事工代禱：1. 女兒（珵）於 2/10 去英國
讀大學，求主保守她有好的學習和適應。兒子（蘅）在港有美好的
學習，主賜他們身體健康，並更信靠主，與父母有更多的聯繫。 2. 
籌辦但以理國際中學：求主預備四至五位投資者，於 7/10 將有分享
會，讓有心人更多認識這異象，求主激勵更多投資者參與天國的服
侍；求主賜智慧予設計師設計學校的草圖；基金會租給辦學團體的
申請事宜能順暢完成，求主成就，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 
神學生： 
請為葉智軒弟兄代禱，他上了學差不多一個月，亦漸漸回復實體課，
可以更真實地接觸到老師和同學，亦可以透過課堂作神學和生命的
反思，祈禱願更多認識神向他所揭示的，認識衪更深。 
香港： 
為香港的防疫和抗疫的措施能有好的果效代禱，求主幫助和帶領！  



 

2020年第四季裝備中心課程 
  

  

聖經講座 

啟示錄選讀二──歷練中的凱歌 
導師：陳思語博士 

（建道神學院國際學院課程主任兼助理教授）            網上報名： 

日期：4/10–29/11（隔星期日，共五堂）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或視像授課 

收費：$100（在職） 

$50（非在職及學生） 

截止日期：27/9（今主日）                           https://bit.ly/3gvFUsH 

堂數 日期 課堂內容 

1 4/10 被保護者的讚歌（七章） 

2 18/10 亂世中的忠心見證人（十一章） 

3 1/11 如箭在弦的正邪之戰（十三章） 

4 15/11 誰能逃避神忿怒的審判﹖（十六章） 

5 29/11 我的神成了！更新了！（廿一章） 

  
 

 

家庭事工(1) - 初探篇 
本課程將探索教會不同家庭事工的類形及變化，並初步對普遍家庭的不同氣質作

出了解，並學習如何以神學角度理解家庭之需要，最後亦會為沙田堂的家庭事工

一同想望，互相分享所關切及可服事的。 

導師：詹志誠宣教師                               

日期：24/10–14/11（星期六，共四堂）                    網上報名： 

時間：晚上 8:00-10:00 

地點：待定  

要求：有心人、並需於第四堂預備分享簡報。 

開班人數：5人 

收費：$20 

截止日期：18/10（日）                           https://bit.ly/32CSov5 

堂數 日期 課堂內容 

1 24/10 家庭事工理論與實踐 

2 31/10 認識家庭系統與運作 

3 7/11 認識健康的家庭指標 

4 14/11 祢想我作的家庭事工 

  
 

 



 

 

TH101 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鄭詠怡宣教師、謝駿麒宣教師            
日期：21/10-23/12 (逢週三晚)  
時間/地點：Zoom 網上教學 晚上 8:30-10:15 或 

博康幼稚園(實體教學)晚上 8:00-9:45 (視乎疫情)      
對象：凡擬申請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費用：免費            截止日期：18/10(日)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1 21/10 鄭詠怡 認識天父  

2 28/10 佘健誠 認識教會（中華基督教會）  

3 4/11 鄭詠怡 認識耶穌  

4 11/11 謝駿麒 認識聖靈 交得救見證 

5 18/11 謝駿麒 認識聖經  

6 25/11 鄭詠怡 認識救恩  

7 2/12 鄭詠怡 成聖之路  

8 9/12 佘健誠 認識聖禮  

9 16/12 謝駿麒 事奉與奉獻  

10 23/12 謝駿麒 佈道與宣教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2021年 5月 23 日 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及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                          網上報名： 
4. 必須經組長確認資格及推薦，若沒有小組者， 

亦需得牧者確認資格及推薦。 
課程目標： 
1. 認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主要以＜使徒信經＞內容為藍本） 
2. 認識信徒的本份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堂授課時間：1小時 45分鐘） 
2. 出席率不得少於 80%(可於下期洗禮班補課）       https://bit.ly/33YkiAU 
3. 於第四堂交個人得救見證；背誦＜使徒信經＞（課程完結前） 
4. 轉會者必須參加認識教會和認識聖禮這兩堂，其餘可自由參加。 

嬰孩洗禮 
若有肢體想在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中，                   網上報名： 
讓自己的兒女接受嬰孩洗禮，請從速報名嬰孩洗禮班。 

導師：佘健誠牧師 
日期：2020年 12月 6日(日) 
時間：下午 2時-3時 
地點：Zoom網上教學     截止日期：29/11(日) 
資格：其兒童的父母必須是已受洗的信徒， 
並一起出席嬰孩洗禮班和該日的洗禮聚會。          https://bit.ly/362AA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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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防疫措施 

（2020年 9月 18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近日香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開始緩和香港特區政府對防

疫措施也逐步放寬，故同工會經過詳細的考慮和商討，也

得到執事們的贊同，初步計劃於 2020 年 10 月 17-18 日

（六至日）開始恢復實體崇拜和同步進行直播，並鼓勵各

小組可舉行實體聚會，而 2020 年 10 月 10-11 日（六至

日）暫定只有網上崇拜，除非在 10 月初香港特區政府宣

佈放寬宗教團體作有人數限制的聚會，另外，2020 年 9

月 26-27 日和 10 月 3-4 日（六至日）仍維持只有網上崇

拜，所有小組和牧區的實體聚會和活動仍然暫停，其安排

如下： 

 

⏰網上崇拜播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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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9（六，日）（只有網上崇拜） 

敬拜：連皓晴區長 

講道：佘健誠牧師 

講題：生命的培育（教育主日） 

經文：路 2:41-52 

 

日期：3-4/10（六，日）（只有網上崇拜） 

敬拜：李偉禾堂委 

講道：梁永善牧師 

講題：待定 

經文：待定 

 

日期：10-11/10（六，日）（暫定只有網上崇拜） 

敬拜：陳家能區長 

講道：約書亞弟兄 

講題：待定 

經文：待定 

 

日期：17/10（六）（初步計劃實體崇拜和同步直播） 

時間：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敬拜：待定 

講道：詹志誠宣教師 

講題：宣教心腸 

經文：約 4:31-41 

 



 

日期：18/10（日）（初步計劃實體崇拜和同步直播） 

時間：上午 10 時正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敬拜：待定 

講道：林漢星先生 

講題：心意更新與普世宣教 

經文：徒 1：6-8，羅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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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體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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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