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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說一句：「新年快樂」，今年大家也多以「身體健康」這句祝
福語最為適合。大時大節也是將家人聚在一起的好機會，感受家人團聚的
溫馨，亦能談笑風生，一起想當年，在家熱熱鬧鬧過年，當然不少得派利
是，表達新年祝福的氣氛，期望新一年大家都有好的開始。節日使人與人
的結連有一種意義，使人明白親人的重要。
人與人的結連令我回想起還在 WINDOW95 的時代，那時，我聽過「地
球村」Global village 這個字，就是透過電子媒介將世界緊密聯繫的意思。
現在成為大家不能缺少的部份，在這網絡世界，我們可以很方便和有效率，
這是不用多說的。
信仰因著網絡變得多元化，信仰教導及需要更容易被傳遞。在疫情持
續下，近來我多了參與社區服侍，繼續了解不同社區的人的需要，神給我
看見和體會香港資源的豐富，可以祝福很多有需要的人。因著機會知道有
一個校服商，他們有一批衣服要轉款，舊款的衣服沒有用了，而且數量很
龐大，期望可以善用這已有的資源，不浪費掉入堆田區，透過網絡宣傳和
發放，不同的群體知道後，主動聯絡，將衣服分配給不同構機和教會去服
侍有需要的人。當中有本地的，亦有海外的，在服侍過程中感受到，在疫
情下，不同社區其實各有需要，因著已有資源可以擴展服侍眼界，看見天
國網絡透過不同構機和教會結連社區。
在服侍中體會到，耶穌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在疫情
中需要很多，但看見能出力的人遠遠不夠。除了派發衣服和物資外，天國
結連社區更重要的是：人能將這份愛帶到有需要的人當中，讓他們看見不
單是物資的供應，透過信徒的關懷和愛，看見背後無條件付出愛的耶穌。
因著這個看見，教會也期望沙田堂座落於博康村裏，可以結連社區，
將基督的愛分享給村內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嘗試走進社區，在疫情下，讓
教會實踐照顧弱勢社群，讓天國文化改變社區。好需要求主打發工人，一
起走進社區，收取屬祂的莊稼。亦邀請沙田堂弟兄姊妹一起將天國的美善
覆蓋到不同社區，將我們服侍的社區連在一起成為天國的彰顯。最後好需
要，好需要求主打發工人一起走進社區，收取屬祂的莊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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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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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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家事分享
1. ＜教會復興祈禱會(網上)＞

19/2 照常於晚上 9:00-10:30 舉行，誠邀弟兄姊妹參
加，建立禱告祭壇，一起尋求主，呼求主的臨在，
參加者請聯絡王桂芳牧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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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ion2021。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敬拜詩歌
我的救贖者活著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 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 祂伴我作我的燈
副歌：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心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 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 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耶穌祢醫治
曲：曾祥怡 詞：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祢宣告就得自由 耶穌祢觸摸就得醫治
伸出祢的手憐憫釋放我們 主我相信祢十架的大能
副歌 1：所以我要宣告 耶穌祢施行拯救 耶穌祢雙手醫治
在祢必定沒有任何難成的事 我相信耶穌祢行神蹟
副歌 2：所以我要宣告 耶穌祢賜我生命 耶穌祢賜下豐盛
在祢必定沒有任何貧窮羞愧 我相信耶穌祢行神蹟
Touch of Heaven（祢的觸摸）
曲、詞：Michael Fatkin, Hannah Hobbs & Aodhán King 版權屬 Hillsong Music Publishing 所有

1. How I live for the moments
Where I’m still in Your presence
All the noise dies down Lord speak to me now
You have all my attention I will linger and listen
I can’t miss a thing
2. You’re the fire in the morning
You’re the cool in the evening
The breath in my soul The life in my bones
There is no hesitation In Your love and affection
It’s the sweetest of all
*Lord I know my heart wants more of You
My heart wants something new
So I surrender all*
Chorus: All I want is to live within Your love
Be undone by who You are
My desire is to know You deeper
Lord I will open up again
Throw my fears into the wind
I am desperate for a touch of heaven
**I open up my heart to You
I open up my heart to You now
So do what only You can
Jesus have Your way in me now**

1. 我應該怎樣活在此刻
當我還在祢的同在裡
所有噪雜聲音漸漸逝去 主阿，願祢對我說話
我只專注於祢 我會縈繞聆聽
我不想錯過任何一句說話
2. 祢是清晨裡的火焰
祢是晚間裡的涼風
我靈魂深處的呼吸 我骨裡的生命
在祢裡面沒有猶豫 只有愛和深厚的感情
是世上最甜美的事
*主阿，我知道我的心想認識祢更多
我的心想要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我將我所有降服於祢*
副歌：我所求的 只有活在祢的愛裡
被祢重新改造
我的渴望是了解祢更深更深
主阿，我會再次開放我的心
把我的恐懼扔進風中
我切切渴望祢的觸摸
**我向祢敞開我的心
我向祢敞開我的心
只有祢可以改變我
耶穌，願祢成就祢的心意，在我裡面**

平安
曲：游智婷 詞：張思言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父祢的意念 總永久不變 全是豐足與平安 現我將盼望 將每個景況 全然的交託
副歌：願發出處處 祈禱的聲音 祢必祢必應允
尋求便看見 祢彰顯意旨 榮耀國度裡
*平安 賜給我們 平安 這是神定賜下的旨意*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三、十四日
講員：詹志誠宣教師
講題：卑微的愛、超乎萬名
經文：腓立比書 2:1-11

1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
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
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3 凡事不可結黨，
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4 各
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
為心：6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7 反
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
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9 所以， 神將
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11 無不口稱耶穌基
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
大綱：
引言：真誠卑微，同心祈求的滿足。
1. 存心謙卑經歷愛（1-4 節）
2. 存心順服經歷愛（5-8 節）
3. 超越所有經歷愛（9-11 節）
結語：在主愛中得著平安的意念。
---------------我的回應----------------日期：
講題：

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三、十四日
卑微的愛、超乎萬名

講員：

詹志誠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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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弟兄姊妹在新春期間享受天倫之樂，在疫情下，仍能與至親以不同
的方式歡聚，彼此鼓勵和祝福。求主賜智慧和愛心予他們與家人及親友
分享福音，願主賜福，讓他們能得著主的救贖，得享今生和永生的福樂！
2. 求主耶穌將祂豐盛的愛充滿我們，讓我們能真誠卑微，同心祈求的滿足，
存心謙卑，存心順服，超越所有經歷愛，在主愛中得著平安的意念。
3. 求主賜弟兄姊妹敏銳的心去體驗主的臨在和帶領，祂對我們講話和調整
我們的生命，每日都能數算主恩，與家人和弟兄姊妹分享，彼此激勵。
4. 請為教會的社區服侍（27-28/2）及沙旺泉約區的社區服侍(21,27/2)代
禱，求主激勵弟兄姊妹參加，在社區中分享主愛和關懷。
5.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在職的肢體在工作中能看見上帝大能的作為，天天在
與主對話中得力量，又求上帝保護他們，天天在外邦人中間作見證，並
能為到自己能作天父的兒女而感到自豪及有使命感。
博康幼稚園：
請禱告記念博康幼稚園，二月復課後的安排，求主賜智慧校長和眾老師，並
賜她們恩典，好讓她們靠著恩典渡過。
執事：
1. 請為莫苑萍執事代禱，求主賜福她有強健的身心靈工作及事奉。
2. 請為司徒麗燕執事的孫女(8 個月大)代禱，她皮膚較敏感，近期很多時出
現紅疹及痕癢，求主醫治。
同工：
請禱告記念呂彩嫺宜教師的母親，她近月瘦了許多，身體較為虛弱，經常頭
暈和肚痛，非常黐身，特別晚上要人陪伴寸步不離，求主引導。
宣教同工：太陽家庭(天空之城)
1. 月亮動了胎氣，檢查時發現子宮過早有收縮情況出現，感謝主，她回到
家好好休息過後，已暫時沒有這現象發生，請記念她和妹妹大小平安，
產程順利（預產期是三月）。並保守兒子(星星)適應當地的生活和妹妹
的出生。
2. 祝福這個提供寄宿的信徒家庭，求主保守他們心中的清潔，不要被生活
憂慮的荊棘纏住他們在真道上的成長，求主讓他們看見對他們家庭和參
加者都有益處的做法。
3. 願主的愛充滿他們的心，擁抱和接納天城人的文化，也求主幫助天城的
信徒可以突破這些文化的制肘，在真道上追求。
4. 求主帶領他們一家在天城的事奉與前路，最近有一個很符合他們異象的
城市有意招攬他們之後加入其中，願神親自引領。
肢體：
請禱告記念沙勉區的長期病患者，經常與病魔作戰，求主賜力，使他們能常
常靠主，知道有主同行。
香港：
請為香港防疫和抗疫能產生果效代禱，我們能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去勝過疫
症帶給我們的影響，並有主賜平安的心和恩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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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弟兄姊妹一同服侍，有以下時段可選擇 :
27/2（六）

28/2（日）

早上 10:00-12:00
乙明村
肢體: 4 位
「關懷」

早上 10:00-12:00
水泉澳村
肢體: 4 位
「關懷」

早上 11:30-1:30
沙角村
肢體: 4 位
「關懷」

早上 11:30-1:30
乙明村
肢體: 4 位
「關懷」

下午 2:00-4:00
博康村
肢體: 4 位
「關懷」

下午 2:00-4:00
沙角村
肢體: 4 位
「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