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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 怕乜呢？             詹志誠宣教師 

  在過往一段日子，我大多的職場生活都在交通規劃

的工作上。那時一些公營企業也北上發展，因而我也常和

上司與大陸的公共交通單位交流，商討營運設計等合作，

有時更會應酬一下吃喝一番。記得一次我上司見我飲多

兩杯，叫我當晚和幾個男同事不要回港，一同去尋歡玩

樂。但有趣或應說是主奇妙的恩典；我像小孩子般的語氣

回答了他：「不去！因神不喜悅的。」他和同事立時大笑

起來，就讓我回家去。翌日返回公司，這些笑聲仍未終止，

十分尷尬。然而自此我和上司的關係起了一些奇妙的變

化，是主對他呼喚的故事吧。過往工作生涯中，有些時候

我會怕上司瞧我不起，又怕同事對我不認同，生活中滿是

被周邊的所謂不如意嚇怕。有時這些“怕”成為我們迷

失的推力，推自己去在世界尋平安找歸屬。危險是這推力

更可使我們遠離神，跌入困惑的網羅中。 

  箴言有句話或許能鼓勵我們避免在生活中，被懼怕

及不安所影響，在生命中作了錯誤的選擇。敬畏耶和華是

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 9:10）敬畏這字

原文有怕(Fear)及敬重(Respect)的雙重意思。在生活中大

多情况下，我們會怕一些人，但心裡並不至敬重他們。而

又有些人我們會對他敬重，但不覺算為懼怕他的。對某君 

（下頁續） 



 

（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又敬重又懼怕，相信這位必是對你的人生價值有實在的

影響，若要想一想有否這樣的一個人在我生命之中，可能

你我也只想到天父上帝呢。以上經文說到智慧的開端或

譯為"基礎"，就是敬畏上主。而智慧這字原文強調一份謹

慎及細緻的意識，能有這個意識是基於對上主有敬畏之

心。看來敬畏上主使我們能謹慎明辨，叫我們認識上主，

知曉祂的心意，經文說這就是聰明，聰明的原文有個動態

的意思是(Act Wisely)明智行事。在現今的生活中，我們都

盼望能時刻明智行事，但這盼望是源於對上主的認識，而

能真正及細緻的認識上主，敬畏衪卻是個起始點。 

  回想當時我上司在行業中確有出色的表現，他對同

事亦有情有義。我敬重他，但心裡沒有懼怕他的感覺，相

反當時我懼怕一班同事，他們好幾個常常嬉笑怒罵、惡形

惡相，在工作中的張力有時使我十分疲憊。我們生活的處

境中確是要有清醒的心靈面對人與事，需要求神賜下智

慧。但我相信當認定誰是我們最要敬畏的，我們周邊看來

本叫我們懼怕及看似傷害我們的人與事，也要在上主的

權能下變得虛浮不實，讓我們知道祂確是我們的元帥。願

你我能有上主的勵勉，時刻有敬畏祂的心，向不屬祂的恐

懼說不。在新的一年，生命在恩典中有奇妙的變化。誠心

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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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12 
網上崇拜 

張大華牧師 鄭詠怡宣教師 
走進艱險的準備 
(太 10:16-25)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太 10:16-25 

宣  道                 走進艱險的準備 

回  應                   Maranatha 

家事分享及祝福           張大華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家事分享 

1. 會友朱銳光弟兄之安息禮拜謹定於 2020 年 12 月 27 日（星期日）於大角
咀九龍殯儀館三樓 304 光榮堂進行，中午 12:00 設靈；下午 1:30 安息禮；
安息禮後約下午 2:30 靈柩奉移往和合石火葬場進行火葬禮，請弟兄姊妹
禱告記念。 

2. 週六晚堂崇拜暫停：教會經過多個月的評估和商討，也向部份弟兄姊妹作
諮詢，最後上星期日（13/12）執事會議決通過由 2021 年 1 月 2 日開始，
週六晚堂崇拜暫停運作，敬請弟兄姊妹留意，也請出席週六晚堂崇拜的弟
兄姊妹，當恢復三堂實體崇拜之後，可按自己的時間，參加週六午堂或週
日早堂或週日午堂崇拜。 

3. 弟兄姊妹現可透過網上轉賬/轉數快/ATM 轉賬等方法奉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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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角石堂奉差植堂深水埗，服侍貧窮人。母堂馬灣基慧堂除了差傳經濟支
持，差派傳道及弟兄姊妹支援，現今年經濟需要仍有不敷，沙田堂會已奉
獻$75,000，領袖已奉獻$25,700，弟兄姊妹已認獻$83,600（已收到奉獻
$63,300，未收到奉獻$20,300），距離目標 30 萬尚餘：$141,400。 



 

敬拜詩歌 
 

這世代 
曲：鄭耀華 詞：江韶恩、鄭耀華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看哪 猶大獅子已得勝 眾聖徒預備朝見祂 
少年人看異象 老年人要作異夢 因為神的復興將來到 

聽到錫安的號角響起 萬國萬民都要顫抖 耶和華日子將到 光明將除去黑暗 
*因為神的復興將來到 我們要看到神的榮耀* 

副歌：這世代 我們用敬拜爭戰 我們用禱告改變世界  
這世代 聖靈要更新澆灌我們 這世代 是耶穌世代 

 
我們在哪裡 那裡就是教會 

曲、詞：馮鑑邦、高思敏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所有 

神的子民在哪裡相聚 那裡就是教會 
教會建造不是磚瓦沙泥 你我是活石 用我們來建造 

*求賜下合一的心 回應神呼召來建立教會* 
副歌：我們聚到哪裡連成一體就是教會 神的榮耀充滿我們中間 

無論往哪裡去我們都當剛強 因為神的靈與我們同在 
我們去到哪裡連成一體就是教會 神的恩膏臨到我們身上 
愛中分享生命靈裡建立生命 同心建立無牆的教會 

 
堅守作精兵 

曲、詞：黑叔叔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35週年堂慶歌曲 

1. 深不可猜透 痛都只好流逝 想掩蓋著我心房 你是你的身影 
2. 聽此刻傾聽 看光景多奇妙 心走過落魄蹉跎 眼淚擦乾飄渺 

*來吧 放下重擔 解開枷鎖出黑暗 每步每步邁開踏破 
憑藉赦罪救贖 全然付出 不會怯懦 帶著使命勇氣奔跑不竭* 

副歌 1.常緊緊依靠主 在我心中永恆不改變 傳揚祢浩恩 翻過千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祢駕著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求主充滿我心 

副歌 2.齊堅守作精兵 立志去爭戰並已誇勝 無牆教會中 宣告祢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祢駕著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榮光普照全地 求主充滿我心 榮光普照全地** 
 

Maranatha(主必再來) 
曲、詞：高亨愿 版權屬以斯拉-真實的敬拜者所有 

1. Maranatha 主耶穌啊 我深願祢快再來  
直到地極 所有民族 敬拜稱頌讚美主聖名 
2. Maranatha 主耶穌啊 我深願祢快再來 

萬國和萬邦 全都歸向祢 歡喜歌唱跳舞來敬拜 
*我們預備主的道路 迎接祢再來 
背起主耶穌的十字架 傳遍各地方 
主的榮耀 天上榮光 遮蓋全地時 
我們在地極迎接主的再臨* 

副: Maranatha Maranatha 阿們主耶穌啊 我願祢再來(X2)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九、二十日 

講員：鄭詠怡宣教師 

講題：走進艱險的準備 

經文：馬太福音 10:16-25 
  

16 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羣，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

馴良像鴿子。」17「你們要防備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

給公會，也要在會堂裏鞭打你們；18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

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見證。19

你們被交的時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甚麼話。到那

時候，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20 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

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 21「弟兄要把弟兄，

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

22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惟有忍耐到底的必

然得救。23 有人在這城裏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裏去。

我實在告訴你們：以色列的城邑，你們還沒有走遍，人子

就到了。」24「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

25 學生和先生一樣，僕人和主人一樣也就罷了。人既罵

家主是別西卜，何況他的家人呢！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九、二十日 
講題： 走進艱險的準備 講員： 鄭詠怡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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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體會上帝在這時代的作為，更深明白上帝的旨意，

更多經歷主的塑造和改變，活出主給沙田堂的命定！ 
2. 請為在疫情中仍能以不同的方式去記念主恩，報佳音，分享主愛代禱，

求主激勵。 
3. 禱告記念沙少區明年牧區的計劃，願上帝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讓區內

肢體的生命能得以成長，能更認識上帝。又願上帝堅固各小組的事奉者
的心，在不穩的時代中仍能忠心事奉主，生命有更大的突破。 

4. 沙綠區由年中至今推行靈修操練，祈求上主親自堅固各人在這逆境中繼
續與神同行，行在窄路上，活出真理得享真平安。 

5. 請為教會明年主題：守望成長，跨代同行禱告，求主讓弟兄姊妹在這新
世代中能彼此扶持和同行，信仰穩固，見證主恩。 

6. 求主激勵弟兄姊妹參加 31/12 年終感恩祈禱會，一起數算主恩！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在忙碌事奉中有更多時間親近上主，在安靜禱告中重新

得力禱告。 
2. 請為張大華牧師代禱，求神引導前路及保守！ 
3. 請為王桂芳牧師和家人代禱，求聖靈充滿她，有信心、愛心和能力去服

侍，作成主的工！感恩！她的媽媽已出院回家有三週了，康復進度良好，
求主賜她健康的身心靈，有好胃口，勤做運動，常存喜樂的心！主賜家
人愛心和智慧去照顧媽媽，讓她經歷主恩典！ 

宣教士：李偉良韓昱宣教士家庭 
關於籌建但以理國際中學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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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四位有心的投資者，求主帶領加入投資建校的團隊。 
宣教同工：哈小家庭 
他們一家會跟曼谷的教會短宣隊(25 個大人，8 個小孩)出發去清萊短宣五日
四夜(17-21/12)，探訪教會和孤兒院，送禮物過聖誕，另外探訪他們家以前
認識的朋友，十足保護你們，一路平安，身心靈健壯！聖靈充滿他們，與主
同在，求主使用他們，在當地有美好的服侍，經歷主的恩典和奇妙作為！ 
肢體： 
請為張蔡翠英姊妹的喪禮(22/12)和朱銳光弟兄的喪禮(27/12)代禱，求主藉
著禮儀安慰家人，賜他們盼望和平安，在主裡有盼望，經歷主的愛和恩典！ 
香港： 
請為香港防疫和抗疫的工作能有果效代禱，求主加力！醫治病患者，得康復，
安慰死者的家屬。求主幫助各行業能有智慧和能力渡過困難！   



 

 
                                                                                                                                                     

   



 

 
2021年第一季裝備中心課程  

SL118  裏外的醫治：情緒與話語 
主    辦：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協  辦：以利亞使團 

導  師：劉世增牧師和以利亞使團的同工 

課程目的：1. 從心靈醫治的角度，認識情緒受傷得醫治的途徑； 

          2. 靠著聖靈的能力，學習捍衛自己的情緒，脫離壓抑與捆綁； 

     3. 幫助信徒認識負面說話對自己的影響，棄絕謊話與內在誓言； 

課程特色：1. 聖經教導 - 整合聖經中有關情緒與話語的真理，使人得著醫治和釋放。 

          2. 集體服侍 - 按當日主題，藉禱告和聖靈能力醫治釋放學員們的傷痛。 

                                                          

課程大綱： 

日期 主題 內容 

第一堂 
心靈醫治及 

記憶醫治 

1. 認識何謂心靈醫治 

2. 了解記憶醫治的原理 

第二堂 
防衞機制與情緒 

系統的醫治 

1. 處理及接納情緒，交出情緒主權給神 

2. 認識過度運用防衞機制如何傷害情緒系統 

並為此認罪 

第三堂 困擾情緒的醫治 
1. 從心靈醫治角度處理困擾情緒 

2. 如何處理抑鬱和憤怒情緒 

第四堂 

靈界動力 

與 

情緒醫治 

1. 認識情緒和靈界/聖靈的關係 

2. 學習捍衛自己的情緒健康，抵擋靈界入侵， 

讓聖靈醫治情緒。 

第五堂 
負面說話與 

心思的醫治 

1. 負面說話從負面心思開始 

2. 棄絕負面的說話 

第六堂 
謊話與 

內在誓言的醫治 

1. 從聖經中認識話語的威力 

2. 意識及棄絕謊話、內在誓言及其影響 

 

對  象：渴慕生命成長和更新的弟兄姊妹 

形    式：看錄影(附筆記)    

*參加者會收到錄影的連結，請於兩個月內看完，不可自存或轉給別人。* 

費  用：個人$350     夫婦$600                          網上報名： 

參考書籍（請自行購買）： 

1.《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劉世增著 

2.《點舌成金》，喬依絲．邁爾 (Joyce Meyer)著 

截止日期：3/1/2021（日） 

查詢：王桂芳牧師 

 

http://bit.ly/34kiZx4 
  



 

 

黑暗中的盼望：以賽亞書選讀（二） 
六十六章的以賽亞書，曾叫你卻步嗎？本課程以小單元形式與大家一起研讀 

13-39章，幫助我們學習如何在陰霾、危難中，堅心信靠上主。 

導師：路得姑娘 

日期：24/1-28/2/2021（星期日，共四堂）                  網上報名： 

時間：下午 2:30-4:00（每堂 1.5小時） 

形式：實體或視像（視乎疫情而定），但學員可選擇睇錄影 

要求：課前閱讀相關經文一次 

收費： $100（在職人士）$50（非在職人士） 

截止日期：17/1/2021 

                                               https://bit.ly/2JQyF4a 

 

 

 

 

 

                                                 

  

堂數 日期 課堂內容 

1 24/1 第 13-23章：不可一世的海市蜃樓 

2 31/1 第 24-27章：堅心信靠耶和華 

3 21/2 第 28-35章：信靠神的人的表現 

4 28/2 第 36-39章：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防疫措施 

（2020年 12月 2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由於香港疫情突然來勢洶洶，昨晚（2020 年 12 月 1 日）香港

特區政府刊憲取消宗教活動的豁免，表示教會的聚會必須受 2

人限聚令所規範，因此，教會必須遵行這個防疫指令，故由今

天（2020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三）開始，教會所有實體聚會，包

括崇拜、小組和裝備站等，改為視像網上聚會，直至另行通知。 

 

今星期網上崇拜播放時間分別於週六午堂崇拜，時間：下午

4:30 和週日午堂崇拜，時間：上午 11:00，請弟兄姊妹屆時準

時出席，一起安在家中敬拜上主。至於崇拜錄影將會放在

YouTube 內，並於翌日（週一）早上十時後刪除，敬請留意。 

 

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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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