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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細語           聖靈更新的家庭          王桂芳牧師 

  感謝主！當我們信主的一刻，聖靈就與我們有親密的關
係！因為耶穌說：「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

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
面。」約 14:16-17，我們就此確信！ 

  我們邀請聖靈更新我們的家庭，有以下的特質： 

（一）得醫治的家庭：聖靈充滿這家庭，經歷主的醫治。原生
家庭本是帶給家人安全和保護，自由和愛眷，然而有不少家庭
卻帶來不同程度的傷害和拆毀，控制和捆綁，影響著我們生命

的成長，除了原生家庭的影響外，夫婦所建立的家庭，有兒女
的家庭，彼此關係的緊密，言語和行為容易帶出負面的影響，
使情緒受困擾。為了「傷痛不代傳，不廣傳」，我們需要面對

和正視，極需要聖靈的幫助，祂是保惠師，祂常安慰扶持，就
來到祂面前傾訴生命的傷痛，向主表達情緒，求主安慰和醫治，
若須要進深的面對，就要找牧者和合適的人作輔導和祈禱，讓

我們經歷生命的自由。此外，每晚臨睡前可向聖靈禱告，求主
顯明有什麼情緒是未處理的，可以讓祂安慰扶持，不讓不開心
的情緒留過夜啊！「主就是聖靈，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有自

由；」林後 3:17 

（二）常禱告的家庭：聖靈充滿這家庭，常常禱告。禱告是我
們與主的關係，是我們屬靈的呼吸，這是生命攸關的，所以要

持續！禱告的內容：敬拜、認罪、感恩和代求！聖靈會教導和
指引我們禱告。其中一樣好重要的是要我們認罪悔改，「他（保
惠師）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 

（下頁續） 



 

（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己。」約 16:11，當被聖靈充滿時，祂會光照我們的生命，顯示
有什麼得罪神和得罪人的，使我們知罪，並向主認罪和悔罪、
離罪，聖靈會賜我們勇氣和信心去彼此認罪，彼此寬恕，建立

復和的關係。此外，家人常常願意一起禱告，丈夫/父親作屬靈
的帶領，父母常為兒女禱告，兒女常為父母禱告，求主保護和
祝福，並且尋求主和經歷主時刻的同在和帶領！ 

（三）行真理的家庭：聖靈充滿這家庭，實踐真理。「只等真
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是進入）一切的真理；」
16:13 上，聖靈激勵我們渴慕神的話，常常讀經，祂幫助我們明

白聖經。「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 1:8，聖靈幫助我們有能力，活出真理。 

求聖靈更新我的家庭，靠著聖靈而生活，要持續不斷被聖靈充
滿（弗 5:18），成為得醫治、常禱告和行真理的家庭，活出主
的榮耀，見證主，阿們！ 

  禱文：求聖靈充滿我的家庭： 

奉主名宣告，聖靈用聖善的靈充滿我們，使我們勝過一切罪惡
的權勢和試探引誘。求聖靈用活水江河充滿我們乾渴的心靈生

命，得滋潤滿足，得潔淨。求聖靈用醫治的靈，醫治我們身心
靈的一切疾病，使我們得健康。 

奉主名宣告，聖靈把神的愛澆灌下來，使我們靠聖靈得生，靠

聖靈行事為人，充滿神的愛，榮耀主。求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
使我們有能力傳福音見證主名。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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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偉漢執事、莫苑萍執事 
 陳智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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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奮區) 鄭嘉慧宣教師(沙少區)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沙奮區) 詹志誠宣教師(沙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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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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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值同工 

21/11 

午堂 
李皓昕 

佘健誠 

牧師 

有得走，你走定唔走？ 

(徒 8:1-8) 

鄭嘉慧 

謝駿麒 

晚堂 盧俊傑 
呂彩嫺 

鄭詠怡 

22/11 

早堂 
鄭詠怡 

謝駿麒 

詹志誠 

午堂 司徒麗燕 
黃慧貞 

鄭嘉慧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徒 8:1-8 

宣  道                           有得走，你走定唔走？ 

奉  獻                                主的愛 

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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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今主日)下午 2:00 於幼稚園禮堂舉行堂委會，請各位同工、

執事及堂委準時出席，共商聖工。 

3. 2021年博康幼稚園月曆現可於招待處索取。 

伍俊康弟兄及陳嘉允姊妹結婚典禮 
28/11 (六) 2:00pm， 

假座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 

誠邀弟兄姊妹觀禮，共證主恩。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Goodness of God 
曲、詞：Jenn Johnson、Ed Cash、Jason Ingram、Ben Fielding、Brian Johnson  版權屬 Bethel Music所有 

1. I love You Lord  Oh Your mercy never fails me 
All my days I’ve been held in Your hands  From the moment that I wake up 

Until I lay my head I will sing of the goodness of God 
2. I love Your voice  You have led me through the fire 

In darkest nights  You are close like no other 
I’ve known You as a father  I’ve known You as a friend  I have lived in the goodness of God 

Chorus: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faithful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so  so good 
With every breath that I am able  I will sing of the goodness of God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With my life laid down  I’m surrendered now  I give You everything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Psalm 89 詩篇 89 

曲、詞：Carlos Choi  版權屬 Carlos Choi 所有 
 

There is none in all the earth who is like You 
None compares with what You do 

Liv-ing Word The Lord of Life 
You are faithful 

All Your promises are true  
*All the heavens bow down in praise 
You are wondrous in all Your ways* 

Chorus: You are God of Creation 
Mighty awesome in power 

All my days I will exalt Your name 
You are King of Salvation 

Faithful You will never change 
All my days I will exalt Your holy name 

**Lord you reign in right-eous-ness 
Love and mercy 

You command the raging seas 
You alone rule in power and in glory 
You have crushed Your enemies** 

在世間那個可與我主相比 
神造創世界天地 
誰像祢永遠堅立 
永久真理 

神話語賜我生機 
*試問誰像似主偉大 
配受傳頌我今下拜* 
副歌：祢是全地永活神 
祢是奇妙不可測透 
我一世存活要高舉祢 
祢是王獨有大能 
信實千秋不改變 

要宣告榮耀頌讚只歸於祢 
**王座裡祢以公義 
扎穩根基 

神大愛那個可比 
唯獨祢叫那風浪再不翻起 
神膀臂救我不死** 

 
恩典之洋 

曲、詞：Joel Houston  Matt Crocker  Salomon Lighthelm  中文譯：周巽光、李曉茹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 祢在水面上呼喚著我 跨入未知 深怕失落 在奧秘中當我尋見祢 在深海裡 我仍站立 
副歌：我全心呼求祢聖名 我的眼單單仰望祢 

大海翻騰 我卻安息 在祢懷裡 因祢屬我 而我屬祢 
2. 水深之處 祢恩典湧流 祢手掌權 牽引著我 
就在我深陷恐懼軟弱 祢永不失手 扶持著我 

**聖靈引領 使我信心沒有界線 讓我能行走在水面 呼召我快跑跟隨 
祢牽引我 讓我更深與祢同行 使我信心更加堅定 在我救主同在裡** 

 
主的愛 

詩集：頌樂樂，48  版權屬宗教教育中心所有 

1. 願主的愛與你同在 無論你在何方 願祂祝福你心靈安康 
主的愛如流水淙淙 願你分享祂這愛 在那漫漫的黑夜見主光 
主的愛如流水淙淙 願你分享祂這愛 以你愛還祂愛永相愛 

2. 與主同在心靈輕省 更知主愛無量 主的愛如活水甘霖充滿我 
願我天天跟隨神 定要盡心愛恩主 仰望各各他山上主榮光 
願我天天跟隨神 定要盡心愛恩主 愛慕祂跟隨祂永屬祂 



 

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永在之神 
頌讚和尊貴 榮耀與能力 都歸給那永在之神 
各方各國的 所有受造物 俯伏敬拜永在之神 

副歌：天地間萬口都要來 齊宣揚祢榮耀 萬膝跪拜寶座前同敬拜 
祢將要被尊崇 哦神 祢的國度必永不敗壞 哦永在之神 

**祢國度在全地永遠掌權 來歌頌那永在之神 
因無人能與祢相比 同歌頌那永在之神** 

 
主我高舉祢的名 

曲、詞：Rick Founds  中文譯：劉燕玲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主我高舉祢的名 主我深愛稱頌祢 我甚欣慰祢愛我 我甚欣慰祢救贖我 
副歌：祢從天上降世間 指引我路 在世間被釘十架 我罪得贖 

從十架到墳塋 從墳塋升回天 主我高舉祢的名 
 
投靠 

曲、詞：方文聰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投靠 祢翅膀蔭下 在祢光中 不必驚怕 
唯獨敬畏祢的 方可得依靠 別再自義 來轉向祢 

副歌：洪水即將氾濫之時 是我主坐著為王 願天歡喜 願地上快樂 
如鷹展翅上騰 等候我主的 必不羞愧 是祢甘霖雨露 滋潤一切 

 
我向祢禱告 

曲、詞：李藹兒 版權屬新音樂敬拜創作所有 

1.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磐石與拯救 是我高臺與詩歌 祢體恤我 祢保守我 

2.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能力與保障 是我盾牌與幫助 祢應許我 祢在掌舵 
副歌 1：我向祢禱告 縱使我軟弱 我雖失信 祢仍然可信 

面對的山嶺那麼高 路徑艱難如沒去路 但信靠祢 祢定會開路 
副歌 2：向世界宣告 祢是我盼望 我心相信 靠著祢(終會)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 遵行祢旨意 (神蹟必可看見)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信心 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權柄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只想看見 我只想看見 祢旨意彰顯) 
 

主的愛 
詩集：頌樂樂，48  版權屬宗教教育中心所有 

1. 願主的愛與你同在 無論你在何方 願祂祝福你心靈安康 
主的愛如流水淙淙 願你分享祂這愛 在那漫漫的黑夜見主光 
主的愛如流水淙淙 願你分享祂這愛 以你愛還祂愛永相愛 

2. 與主同在心靈輕省 更知主愛無量 主的愛如活水甘霖充滿我 
願我天天跟隨神 定要盡心愛恩主 仰望各各他山上主榮光 
願我天天跟隨神 定要盡心愛恩主 愛慕祂跟隨祂永屬祂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從早晨到夜晚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早晨我睜開眼睛 渴望聆聽祢聲音 心中思想祢的好 更多與祢來親近 

2.夜晚我仍要歌唱 向祢闡明我心意 敬拜化成一首歌 單單要唱給祢聽 

副歌:從早晨到夜晚 從曠野到高山 親愛主 我要稱頌祢美名 

從早晨到夜晚 祢愛永不止息 親愛主 一生緊緊跟隨祢 

**我的主 我愛祢 我要誇祢的愛無止盡 

我的主 我愛祢 我要誇祢的愛無止盡**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宇宙的中心 耶穌 世界的中心 耶穌 

萬物都本於祢 屬於祢 歸於祢 祢是榮耀君王 

副歌：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渴望看見祢的彰顯 

呼求祢來翻轉 震動這土地 復興我們聖潔的熱情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同心高舉祢聖潔的名 

呼求天窗打開春雨不停息 我們呼喊歡迎君王降臨 

**大大張口 大大充滿 恩膏如雨 澆灌這地 

眼未看見 耳未聽見 渴慕更多看見祢的榮面** 

 

立志擺上 

曲、詞：DJS  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新祢呈敬拜隊所有 

1.曾擺上 傾出大愛 曾捨棄 已被擘開 

曾擔起痛楚 十架路甘心走過 崇高主愛 恩深似海 

2.能相愛 皆因被愛 能醒覺 要被拆改 

能穿起救恩 踏上基督的足印 延伸主愛 進入人海 

副歌：立志今擺上 傳揚耶穌 用我的恩賜 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祢僕人 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祢恩典覆蓋 每步亮明燈 

在祢恩手裡 滿布雲彩 效法基督愛 眼界變改 

願鴿子天際降下來 陶造我裡面能盛載 神豐足的厚愛 

 

主的愛 

詩集：頌樂樂，48  版權屬宗教教育中心所有 

1. 願主的愛與你同在 無論你在何方 願祂祝福你心靈安康 

主的愛如流水淙淙 願你分享祂這愛 在那漫漫的黑夜見主光 

主的愛如流水淙淙 願你分享祂這愛 以你愛還祂愛永相愛 

2. 與主同在心靈輕省 更知主愛無量 主的愛如活水甘霖充滿我 

願我天天跟隨神 定要盡心愛恩主 仰望各各他山上主榮光 

願我天天跟隨神 定要盡心愛恩主 愛慕祂跟隨祂永屬祂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永在之神 

頌讚和尊貴 榮耀與能力 都歸給那永在之神 

各方各國的 所有受造物 俯伏敬拜永在之神 

副歌：天地間萬口都要來 齊宣揚祢榮耀 萬膝跪拜寶座前同敬拜 

祢將要被尊崇 哦神 祢的國度必永不敗壞 哦永在之神 

**祢國度在全地永遠掌權 來歌頌那永在之神 

因無人能與祢相比 同歌頌那永在之神** 

 

有一位神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有一位神 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2.有一位神 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高坐在榮耀的寶座 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副歌：有一位神 我們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 有恩典慈愛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在每天 

曲：Oscar Ahnfelt  詞：鄭楚萍  版權屬愛音樂工作室所有 

1. 一天過了再碰上新一天 一切事物是每天在變 

心驚怕要應對百般轉變 不怕惓是上帝的勵勉 

在每天神同行施恩保守 疲乏裡祢賜身心恬靜 

不驚怕我靠祢壯膽得勝 只仰望祢在每天護庇 

2. 一天裡滿有祢賜福恩典 恩賜力量度困苦力歇 

倚靠祢的已替我擔憂困 不掛慮在上帝的護蔭 

上帝的心仁慈怎可測透 陪伴我過每天風與浪 

深知祢會有最好的供應 只仰望祢在每天護庇 

 

恩典之路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祢是我的主 引我走正義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祢在保護 

萬人中唯獨 祢愛我認識我 永遠不變的應許 這一生都是祝福 

副歌：一步又一步 這是恩典之路 祢愛 祢手 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 這是盼望之路 祢愛 祢手 牽引我走這人生路 

 

主的愛 

詩集：頌樂樂，48  版權屬宗教教育中心所有 

1. 願主的愛與你同在 無論你在何方 願祂祝福你心靈安康 

主的愛如流水淙淙 願你分享祂這愛 在那漫漫的黑夜見主光 

主的愛如流水淙淙 願你分享祂這愛 以你愛還祂愛永相愛 

2. 與主同在心靈輕省 更知主愛無量 主的愛如活水甘霖充滿我 

願我天天跟隨神 定要盡心愛恩主 仰望各各他山上主榮光 

願我天天跟隨神 定要盡心愛恩主 愛慕祂跟隨祂永屬祂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講員：佘健誠牧師 
講題：有得走，你走定唔走？ 
經文：使徒行傳 8:1-8（新漢語譯本） 

1 掃羅也贊成殺害司提反。從那天開始，耶路撒冷的教會遭受

大迫害；除了使徒以外，所有信徒都逃散到猶太和撒馬利亞各

處。2 有些敬虔的人埋葬了司提反，為他大大哀哭。3 掃羅卻

蹂躪教會，進到各人家裏，連男帶女都拉走，送進監裏。4 這

樣，那些逃散的人就四處傳揚福音的道。5 腓利下到撒馬利亞

城，向當地的人宣講基督。6 羣眾聽見腓利所講的，又看見他

所行的神蹟，就同心合意地留心聽他所說的話。7 因為有許多

人被污靈附身，那些污靈大聲呼喊，就從人的身上出來了；還

有許多癱瘓的、瘸腿的，也被治好了。8 所以那城裏一片喜氣

洋洋。 
 
大綱： 
1. 走定唔走（徒 8:1-3） 
2. 見證上主（徒 8:4-8） 
3. 總結 
 
反思及禱告： 
1. 你如何面對這個動盪不安的香港？又如何在這個地方為主作見證？ 
2. 你如何看基督徒移民的事宜？不論去或留，你給他們或自己有甚

麼忠告？請分享。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講題： 有得走，你走定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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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復興教會，在這末後的日子裡，開啟我們屬靈的眼目，提升我們屬靈的

能力，信心和勇氣去完成，上帝的心意和呼召！ 
2. 求聖靈充滿和更新家庭，經歷主的醫治和釋放，更多禱告尋求主，以主的真

理行事，以基督為家中之主，與主耶穌的心意對齊，恢復家庭的秩序，丈夫
/爸爸作屬靈的帶領，建立合神心意和榮耀主的家庭，並得著聖靈的能力和信
心，活出家庭的召命。 

3. 求主賜智慧予教會建立屬靈生命的操練，讓弟兄姊妹的生命持續成長和更
新！ 

同工： 
1. 請為呂彩嫺宣教師和家人代禱，她的母親，因疫情極少外出，開始有抑鬱；

亦禱告記念大女皓心兩夫婦於 12 月搬回她家居住半年，代 BB 明年 1 月出世
後，半歲才搬回家，禱告記念家中安排及她榮升外婆的適應。 

2. 請禱告記念鄭嘉慧宣教師能更敏銳聖靈的聲音，每天能享受在主的同在裡，
在敬拜讀經生活中深得滋潤及滿足，更有能力地去服侍主。 

3. 請為詹志誠宣教師的肩傷禱告，他將咨詢專科醫生了解是否要動手術治癒病
患，求主保守帶領。 

宣教士：李偉良韓昱家庭： 
關於籌建但以理國際中學，有以下事項需要大家禱告和支持： 
1. 買地籌款離預計目標還差 100 萬港幣，主要用作填土和起圍牆，求主預備。 
2. 基金會租地給辦學團體的十年以上租約，需要由土地廳批核，該程序也遇到

阻滯，求主開通道路。 
3. 學校前面的公路未有公共排污管道，需改動草圖設計，也需與鄰居磋商，求

主賜下智慧，找出最好的解決辦法。 
4. 一直跟我們表示不會開中學的國際小學最近更換了管理人員，突然上星期邀

請家長們探討開辦中學事宜，並計劃明年開班，似乎會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
使我們更加警醒。但相信主會成就祂的旨意。 

5. 還需要四位有心的投資者，求主帶領加入投資建校的團隊。 
肢體： 
1. 讚美天父讓沙綠區林俊傑(阿倫)與梁翠玲夫婦於 10 月 30 日喜得千金，蒙神

恩惠母女平安，求主保守這對新手爸媽，能身心有力照顧孩子，主愛常在。 
2. 請為沙少區伍俊康弟兄和沙奮區陳嘉允姊妹的婚禮（28/11）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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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讓他們的親友更多認識主的愛和福
音，早日信靠主。 

香港： 
1. 請禱告記念幼稚園至小三的家長，求主賜他們智慧去妥善安排子女在家視像

學習，求主保守孩童能適應和投入這學習！求主賜校方和老師有智慧和能力
來安排視像教學。 

2. 請為香港政府實行防疫和抗疫的措施代禱，求主賜他們智慧和果斷的決定，
遏止流感的擴散和新冠病毒第四波的爆發，市民能克制地保持社交距離和公
共衛生，並在有需要時接受檢測，保護自己和別人。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21年度堂委候選人簡介 

2021年度堂委選舉的候選人包括：劉子麒、羅偉成、謝瑋晏，請各會友禱告

後選出合適的堂委，今年因疫情關係，投票方法將增加電郵或 whatsapp渠道

交選票，選票上的號碼只用作避免重覆投票，不作任何記錄，辦公室列印選

票並回覆你收到後，將會把電郵及 whatsapp記錄刪除。 
 

會友可選擇以下的其中一項投票方法，請留意截止時間，逾時投票作廢票論： 

 實體崇拜投票 

投票時間由 7/11 開始至 29/11 中午 12 時截止，請於參加實體崇拜時，將選票

放入投票箱。 

 電郵或 whatsapp 投票 

投票時間由 7/11 開始至 27/11 下午 5 時截止，拍照後以 whatsapp 90148353 

或 電郵 stc@cccstc.org 傳給辦公室 (照片需清晰可見選票全頁，必須包括

選票上的號碼) 

 郵寄或親身投入辦公室的信箱 

投票時間由 7/11 開始至 27/11 下午 5 時截止，辦公室地址：沙田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 
 

選舉注意事項： 

1) 以上候選人名單經堂會通過，再經候選人同意而作出。 

2) 二零二一年度堂務委員會有 4個空缺，現有 3名候選人。 

3) 請先禱告，求神給你智慧，然後按照聖經的原則（提前 3:8-13）在上面

選票中，將你所屬意候選人的內，以「」選出合適人選，可選多於

一人，最多選 3人。 

候選人最低之入選比率： 

0-50張選票----30%， 51-100張選票----25%， 

101-150張選票----20%， 151張選票或以上----15% 

若候選人所得之選票低於所規定的代表比率，則由堂會另覓人選加以委

任。 

4) 選舉是會友的權利和責任，表示你對教會的關心，所以不要放棄這個參

與教會事務的機會。 

5) 若在選票上有任何塗改，請在塗改處旁邊簽名，否則作廢票論。 
 
 



 

 

候選人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按英文姓氏首字母排列) : 
～～～～～～～～～～～～～～～～～～～～～～～～～～～～～～～～～～～～～～～～～～～～～ 

候選人編號： 1 

 

姓名： 劉子麒      牧區：沙靖區 

加入教會日期： 2002 年返小組，2009 年洗禮 

家庭狀況： 已婚，育有一子 

曾事奉崗位： 小組組長、少年詩班 

事奉期望： 了解教會運作，成為會友和堂會之間的橋樑。 

～～～～～～～～～～～～～～～～～～～～～～～～～～～～～～～～～～～～～～～～～～～～～ 

候選人編號： 2 

 

姓名： 羅偉成      牧區：沙旺區 

加入教會日期： 2010 年返小組，2013 年洗禮 

家庭狀況： 單身 

曾事奉崗位： 實習組長 

事奉期望： 了解堂會運作，幫忙教會服侍。 

～～～～～～～～～～～～～～～～～～～～～～～～～～～～～～～～～～～～～～～～～～～～～ 

候選人編號： 3 

 

姓名： 謝瑋晏      牧區：沙旺區 

加入教會日期： 1995 年返小組，1999 年洗禮 

家庭狀況： 已婚，育有二子 

曾事奉崗位： 組長、敬拜隊隊員 

事奉期望： 成為教會恩典的見證，承擔神為教會準備的使命。 

 

～～～～～～～～～～～～～～～～～～～～～～～～～～～～～～～～～～～～～～～～～～～～～ 

 

「作執事（即堂委，下同）的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一口兩舌，不好喝酒，不貪不

義之財．要存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秘。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若沒有可責之處，

然後叫他們作執事。女執事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說讒言，有節制，凡事忠心。執

事只要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因為善作執事的，自己就得到

美好的地步，並且在基督耶穌裡的真道上大有膽量。」(提前 3:8-13)   

 



 

 
 
 

 

                                                                         

 

哈小分享信 06 (問答篇) 
 

ถาม มกีารประทว้งในกรุงเทพฯพวกคุณปลอดภยัไหม ( 想知問題是甚麼，用 xx 

translate 吧！) 

答︰這是近來較多人問我們的問題。曼谷的示威集會大多集中在
巿中心，感恩我們家在平價地段，不近巿中心，所以算是安全的。然

而，這些活動對我們也帶來少許不便，例如當我們要到巿中心或途經
巿中心便要先留意新聞，了解那裡有封路，那裡會塞車等。另外，現

在我們無論與人分享說我們是中國人或是來自香港的都會顯得有點尷
尬，因中國讓人聯想到 Covid-19，而香港讓人聯想到示威。雖然如此，

曼谷的反政府活動也成了我們與泰國人交流的好機會，以往不方便談

及的政治問題，現在卻成為我們打開話匣子的鑰匙。 

 

ถาม ชวีติเป็นอยา่งไร คณุแบง่ปนัสิง่ทีน่่าสนใจกบัเราไดไ้หม 

答︰過了 10 月，曼谷即將進入冬季，雖說是冬季，天氣卻不冷，
日間三十多度，夜晚也超過廿六度。回想漫長的雨季生活(曼谷的雨季

約有半年)，對香港人來說可算是多雨、多塞車、多水浸和多停電！停
電問題在我們住的區域尤其嚴重，有時多至一星期兩、三次，時間最

長是兩、三個小時。停電的原因很多，天氣炎熱時會停電，行雷閃電
時會停電，無原無故也會停電！停電的時間通常是晚上，在我們煮飯

時、温習時或孩子睡覺時。停電期間屋內悶熱又侷促，沒有冷氣和風
扇的滋潤，孩子們睡著了也會醒過

來。我們「解決」停電的方法是完全
「接受」停電，把心態由最初的驚訝

和煩躁，慢慢調節到「享受」其中。
我們試過預備燭光晚餐，有豐富的杯

麵做主菜，又試過把玩具燈射在天花
板上模擬星空。孩子們現在竟然愛上

停電，主因是好玩，重點是可以吃杯

麵。                                      燭光晚餐 

哈海山、馮惠茵信徒宣教士   工場：泰南           

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號匯達商業中心 9樓    

電話: (852)2810-9933  電郵: mission@ccmhk.org.hk    

 

2020年 11月 

mailto:mission@ccmhk.org.hk


 

ถาม 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ไทยเป็นยงัไงบา้ง คุณรบัมอืมนัไดไ้หม 

我們的泰文越學越深，越學越甘。一把
年紀要把大量生字塞入腦袋已經不容易，
把它們從腦袋中拿出來更難！泰文與英文
一樣有不同的字體，明明是學了的字詞，一
旦轉了字體，又好像是另一個世界。疫情減
退下我們由網上學習轉到在家補習，先後
有兩位老師來教我們，時間一樣但效益得
以提升。最感恩的是我們能跟老師直接交
流，無論言談間或是作文中我們都會談及
信仰，又會分享見證，老師成了我們傳福音
的重要對象。 

泰文字的不同字體 

 

 

 

泰文老師 

 

 

 

  

 

ถาม คุณยุง่กบังานหรอืไม ่พกัผอ่นเพยีงพอไหม 
答︰這問題不易回答。相比起以前在 

香港，我們現在「上班」的時間較少，但 

「工作」更繁忙，或許可以用「充實」來 

形容我們的生活吧！除了學泰文、處理家 

務及照顧朗、樂外，我們亦透過互聯網進 

修神學課程。另外，我們正跟一對資深牧 

師及師母學習家庭教育和門徒訓練，與泰國人一起學習，透過聖經為

本的家庭教育向泰國人父母傳福音，又學習跟泰國人做門徒訓練。我

們定期的泰國人事工包括：做門訓、補習英文、派飯給無家者及探訪



 

監獄等。此外，我們也繼續分享建立但以理國際學校的異象，嘗試尋

找合適的校長和老師。近期我們做了一項調查，發現全泰國只得二十

間國際基督教中小學，即中學和小學合共只有二十間！另一驚人發現

是這二十間國際「基督教」中小學中，有 9 間是由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創辦的！看了這個調查，叫我們怎能不為但以理國際學校着急呢？ 

 

 

 

 

 

 

 

 

 

兩小時車程的監獄 

 

 

 

 

 

ถาม เราจะอธษิฐานอะไรใหคุ้ณไดบ้า้ง 

答︰求神賜我們智慧善用聖誕佳節，將福音廣傳。12 月 17-21 日

我們會到泰北清箂省短宣，在孤兒院舉辦活動及探訪教會等。感恩我

們上星期帶了一個香港人返教會，這位基督徒朋友在泰國工作 4 年多，

卻一直沒有返教會。求主繼續使用我們，透過不同渠道將人帶到祂面

前。 

 

回應表︰http://bit.ly/hasiu。 
       



 

珊珊分享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