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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細語          護老的機遇          王桂芳牧師 

  「在白髮的人面前，你要站起來；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

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利 19:32 聖經教導我們要尊敬老人，

並且要敬畏上帝！我平時尊敬家中有兩老(我的父母)，近數個

月我更要護老，與家人一起照顧媽媽。她於去年 8/11 在家中跌

倒，要做手術，在醫院療養一段時間後，就返家休養和復健，

我們要格外小心地照顧媽媽，以免她再次跌倒。 

 

  媽媽從自我獨立生活到不良於行，我們要貼身照顧她，確

實帶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節奏有不少的轉變，有不少適應。起

初，常想：如果她沒有跌倒，仍可以健康，行路穩妥地獨立地

生活，這多好！然而，需要面對現實，她康復的路是漫長的。

在護老的過程中，上帝給我不少機遇，對自己認識多了，看到

自己的軟弱和限制，要呼求主的寬恕和憐憫，並要更多學習愛，

需要主的幫助和加力。 

 

  從過往的近距離到貼心關顧媽媽：陪睡（因擔心她如以前

一樣半夜起身小便，而會跌倒，所以我們三姊妹輪流陪睡，協

助她沖涼，穿衣服等，幫她抹潤膚膏在身上，早上隨時候命要

預備她起床後一連串的安排，晚上要安排她安睡的事宜等。我

從愛的五種語言來看主給我的機遇： 

1. 讚賞：需要更多對媽媽的肯定和讚賞，我最常講的是：唔好

咁、又食咁多野、抹左啦……，因她的聽力弱，聽唔到我講，

就不斷重覆問，有時我就會大聲地回應她，會容易混和情緒，



 

這令我顯得不耐煩，沒耐性，愛心不足，對她講話時沒禮貌，

求主寬恕 

2. 身體接觸：要幫她沐浴時，起初不太慣，後來漸漸適應，並

且樂於做，只是覺得需要多些表達愛的關懷和擁抱 

3. 送禮物：買她喜愛的心頭好的食物：薑醋和魚頭等，讓她食

得開心 

4. 珍貴時刻：陪伴她，陪她玩她感樂趣的活動，仍需要專注與

她交談，聆聽她所講的，別要糾正她 

5. 服務：貼身關顧和為她服侍，隨傳隨到，讓她生活如常！ 

 

  這數個月，除了照顧媽媽外，也要照顧體弱的爸爸上落樓

梯和外出，要陪出陪入，我和妹妹有事外出，就請兄弟妹代勞，

務求有足夠的人力照顧兩老呢！感恩！我們六兄弟姊妹同心

合意地彼此配搭和互相補足，盡上孝道地照顧兩老！ 

 

  我以前從沒有想過要這樣護老，也許自己所做的都是好少

和不足，求主幫助我！這讓我深切地體會，要時常關心愛護父

母，特別是他們年長時，別待他們有事時，身體有毛病時，才

曉得關心他們！猶記得有一次要幫媽媽不斷抹潤膚膏在腳面

上，抹完又抹，因她有認知障礙，剛抹完就忘記了，叫我再抹，

我心中有些不耐煩，她就說：你細個時，我都不斷幫你抹啦！

我立時感到好羞愧，我現在作在媽媽身上，比起我甫出娘胎就

被她照顧到大的程度，實在是天壤之別呢！現在正是回饋他們

養育之恩的時刻，要好好珍惜和盡心盡力去做，去表達愛，求

主賜恩加力！與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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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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3 

網上崇拜 
李皓昕姊妹 周力榮牧師 

從路得記看 

踐道群體的形塑 

（路得記第 1 章）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路得記第 1 章 

宣  道             從路得記看踐道群體的形塑 

回  應                   聽命勝於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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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基督教耀安教會主任牧師周力榮牧師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

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2. 自 2018 年 2 月至今，佘健誠牧師一直擔任本堂代堂主任，謹代表

教會多謝和欣賞佘牧師過去的努力和辛勞，今年（2021 年）2 月份

執事會議決會延長佘牧師的代堂主任一職至今年 6 月 30 日為止，

並於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委任佘牧師為本堂的堂主任，盼望各位同

工及領袖一起與佘牧師並肩事奉，並請各位領袖在私禱中多守望佘

牧師的服侍，願主親自賜福！ 

3. 本堂現正招聘兩名教牧同工及一名行政助理，詳情請細閱週刊內

頁。 

4. 溫馨提示：若弟兄姊妹欲於 2020-21 課稅年度內作出奉獻，請於

31/3 或之前，以網上轉賬/轉數快/ATM 等方法奉獻，奉獻後請電郵

或 whatsapp 通知教會，奉獻收據將於 5 月第一週寄出，詳細奉獻方

法請參閱週刊或 https://bit.ly/donation2021。 



 

敬拜詩歌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曲、詞：馮鑑邦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有限公司所有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同來讚美高舉主的榮耀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全然敬拜寶座面前 深深讚頌祢 

副歌：來舉雙手頌唱哈利路亞 唯有祢施恩典捨身拯救 
獻奉我聲音我雙手 我的一生都要讚頌 榮耀都歸於主基督我上帝 

 
和撒那 

曲、詞：Olie Sebastian  中文譯：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萬國進前來 屈膝敬拜 祢尊榮直到永遠 萬口都承認 耶穌是主 

萬膝都跪拜 齊聲宣揚 祢作王直到永遠 我們稱頌高舉祢聖名 
*在祢聖潔中 找到救贖之歌 在祢同在中 找到我心所求* 

副歌：和撒那 祢是聖潔配受尊崇 和撒那 祢至高配得讚美 
和撒那 祢配得所有能力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此刻再遇 

曲：Amy Corbett, Chris Brown, Steven Furtick  中文譯：Zoe Chan  版權屬 YWAM Gateway 所有 

1.沒法可返抵到最初 沒法可確知一生怎過 

但我知主祢在此刻 絕境中 有祢應許等我 
2.在幽谷中祢伴我走 讓祢愛勝於畢生所怕 

像那光可塑造暗影 在我軟弱彰顯主心意 
副歌：求祢觸摸 殘缺的心 願此刻跟祢再遇 

而我只想 呈獻一生 為了可跟祢靠近 
*祢藏我於心 每時珍惜我 我知祢於這裡 確知祢於這裡 

聖靈的風吹 我靈得甦醒 我知祢於這裡 確知祢於這裡* 
 

每天的禱告 
曲、詞：陳淑貞  版權屬澆灌的園子音樂事工所有 

主 我心愛祢 我渴望活在祢的懷裡 每天與祢同在 享受祢的大愛 
醫治我受傷的心靈 改變我原有的生命 引導我當走的路 今天的服事求祢托住 

副歌：哦 主啊 求祢改變我 心思意念願祢來雕琢 
使我能更加像祢 帶著耶穌的香氣 

哦 主啊 求祢吸引我 帶我進入祢聖潔居所 
讓我今天為祢活 完全獻上為活祭 奉獻一生跟隨祢 

 
聽命勝於獻祭 

曲、詞：三吉 版權屬 TuneCore所有 

1.如常的頌讚 如常的事奉 問 是為要得著誰認同 

可會是麻木裡服從 然而愛主的心漸已凍 令讚美話語更顯不由衷 
2.沉迷生活裡 忙亂添負累 手 在罪與虛空裡下垂 

只盼望重遇見著神 和蒙召的恩可漸配襯 願再愛著祢 緊遵主教訓 
副歌：讓我知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 較獻精金可貴 

願祢鑒察我心 是否敬畏祢過於一切 聽命勝於獻祭 今懇求祢賜我火的洗禮 
剔出污穢 冷漠也燒毀 重將這心歸祢（燃燒這生歸祢） 

*熬煉我 用祢火 再潔淨我靈熔解罪捆鎖 降服於主心意 為祢一生重燃著火  
願祢可…*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講員：周力榮牧師 

講題：從路得記看踐道群體的形塑 

經文：路得記第 1 章 

1 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在猶大伯利
恆，有一個人帶着妻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
居。2 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
兩個兒子：一個名叫瑪倫，一個名叫基連，都是猶
大伯利恆的以法他人。他們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
裏。3 後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婦
人和她兩個兒子。4 這兩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為妻，
一個名叫俄珥巴，一個名叫路得，在那裏住了約有
十年。5 瑪倫和基連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沒
有丈夫，也沒有兒子。6 她就與兩個兒婦起身，要
從摩押地歸回，因為她在摩押地聽見耶和華眷顧自
己的百姓，賜糧食與他們。7 於是，她和兩個兒婦
起行離開所住的地方，要回猶大地去。8 拿俄米對
兩個兒婦說：「你們各人回娘家去吧！願耶和華恩
待你們，像你們恩待已死的人與我一樣。9 願耶和
華使你們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於是，拿俄米與
她們親嘴。她們就放聲而哭，10 說：「不然，我們
必與你一同回你本國去。」11 拿俄米說：「我女兒
們哪，回去吧！為何要跟我去呢？我還能生子作你
們的丈夫嗎？12 我女兒們哪，回去吧！我年紀老
邁，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說，我還有指望，今夜有
丈夫可以生子，13 你們豈能等着他們長大呢？你們



 

豈能等着他們不嫁別人呢？我女兒們哪，不要這
樣！我為你們的緣故甚是愁苦，因為耶和華伸手攻
擊我。」14 兩個兒婦又放聲而哭，俄珥巴與婆婆親
嘴而別，只是路得捨不得拿俄米。15 拿俄米說：「看
哪，你嫂子已經回她本國和她所拜的神那裏去了，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16 路得說：「不要催我
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裏去，我也往那裏去；你在
哪裏住宿，我也在那裏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17 你在哪裏死，我也在那裏死，
也葬在那裏。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
華重重地降罰與我！」18 拿俄米見路得定意要跟隨
自己去，就不再勸她了。19 於是二人同行，來到伯
利恆。她們到了伯利恆，合城的人就都驚訝。婦女
們說：「這是拿俄米嗎？」20 拿俄米對他們說：「不
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瑪拉，因為全能者使我受了
大苦。21 我滿滿地出去，耶和華使我空空地回來。
耶和華降禍與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這樣，你
們為何還叫我拿俄米呢？」22 拿俄米和她兒婦摩押
女子路得，從摩押地回來到伯利恆，正是動手割大
麥的時候。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講題： 從路得記看踐道群體的形塑 講員： 周力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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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教會，求主幫助我們在這時勢中能更多明白主的旨意，更多

被聖靈光照，認罪悔改，過聖潔的生活，並靠主賜的信心和能力見證主
恩。 

2. 求主幫助我們透過信仰群體認真地踐行律法，聽命勝於獻祭，守護著彼
此的聖約關係，從而經歷上主在厄困中持續的救贖與供應。我們一起相
聚慶祝上主賜下恩言，查考聖言，彼此勉勵加力，在各自分散的生活中
踐行真道，然後藉見證相互激勵。 

3. 求主激勵弟兄姊妹渴慕成長的心，並尋求主給我們的異象和使命，有目
標地裝備和學習，活出召命。 

4. 請為教會聘請牧者和行政助理代禱，求主親自預備。 
堂委： 
1. 請為區俊英弟兄代禱，感恩小組弟兄姊妹在疫情下仍能平安，有讀經祈

禱；這個星期學校福音週，求主加添智慧，讓學校的少年人透過不同的
聚會認識主基督，生命得著更新和改變。 

2. 請為劉子麒弟兄代禱，1. 工作與家庭的平衡，2. 他的媽媽七月做更換
髖關節手術，求主保守。 

宣教士：李偉良韓昱家庭 
1. 他們最近已返港，求主賜他們跟家人美好的團聚時光。2. 保守小兒身心
健康，應對 IB。3. 求天父引領同一異象的基督徒合夥人加入建校工程。4. 
求主預備合適的工程總監（project manager）。 
宣教同工：太陽家庭 
1. 求主帶領，幫助他們決定這一年的語言學習該專注在哪一個範圍上。又加
給他們學習的動力、韌力和能力。2. 好感恩妹妹在沒有證明文件下都可以打
本地的預防針。3. 好感恩星星好喜歡妹妹，對妹妹照料有加，又常常為她祈
禱。4. 好感恩月亮產後康復得又好又快。5. 好感恩星星更加適應學校的生
活和有了最喜歡的同學。6. 求神幫助，看顧供應一切妹妹的護照和簽證申
請。 
肢體： 
1. 請為沙勉區簡玉娟姊妹代禱，她於 3/3 跌傷腳掌，現在家中休養至五月

中，求主醫治她，得到完全的康復，並在這時間，更多親近主，學習主
的真理，與弟兄姊妹彼此激勵，禱告守望，求主賜她健壯的身心靈，更
多服侍主。 

2. 請為黃國健弟兄(沙宣 Alice 的弟弟)代禱：1. 他於 29/3 至 30/3 會開始
移植骨髓，求主保守一切順暢和平安，移植後減少排斥(少少排斥係好事，
如無排斥或好嚴重排斥，研究結果是康復機率成效較低) 2. Alice 會捐骨
髓給國健，她要於 26-28/3 開始打升白針，求主保守有好的果效。求主
賜福她捐給國健的幹細胞有足夠份量，不須再打加強劑，3. 求主保守
Alice 和國健身體強壯，能平安地捐和接受骨髓移植，主保守他們有好的
康復！4. 求主耶穌所受的鞭傷使國健得醫治，主所受的刑罰使國健得平
安！求主四圍安營保護他們，身心安康！求主賜智慧給醫療團隊有智慧
和好的配搭做手術，一切順暢和成功！求主賜 Alice 和國健和他們家人
滿有主的平安和盼望，經歷主豐盛的恩典。 



 

 
                                                                                                                                                     

   



 

2021年第二季裝備中心課程 
TH101 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王桂芳牧師、呂彩嫺宣教師 
日期：25/4-11/7（逢週日）      時間：下午 2:30-4:15 
方式：實體/Zoom網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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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日）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1 25/4 佘健誠 認識教會（中華基督教會）  

2 2/5 王桂芳 認識天父  

3 9/5 呂彩嫺 認識耶穌  

4 16/5 王桂芳 認識聖靈 交得救見證 

5 *23/5  休假：《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  

 30/5 呂彩嫺 認識聖經  

6 6/6 呂彩嫺 認識救恩  

 *13/6  休假：執事會  

7 20/6 王桂芳 認識聖禮  

8 27/6 呂彩嫺 成聖之路  

9 4/7 王桂芳 事奉與奉獻  

10 11/7 王桂芳 佈道與宣教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19/12  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或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網上報名：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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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t.ly/2NMtjcl 
2. 出席率不得少於 80%（可於下期洗禮班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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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日)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中，讓自己的兒女接受嬰孩洗禮，請從速
報名嬰孩洗禮班。                                       網上報名： 
導師：王桂芳牧師 
日期：6/6(日) 
時間：下午 2:30 
地點：Zoom網上教學                                   http://bit.ly/2MwLx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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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16/5(日) 

 



 

 
親子同行 - 跨代篇 （心築協會 協辦） 

課程目的：讓參加者對孩童少年的成長有初步之理解及探討，並分享一些應
對的方案。 

對象：孩童及少年人家長 
導師：譚蜺姑娘(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宣教師) 

詹志誠宣教師(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宣教師) 
見證：何錦昌先生(三位孩子的爸爸) 
托管：課堂間有專人與和父母來臨的孩子玩桌藝等遊戲 
日期：18/4–9/5（星期日，共四堂）               網上報名：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幼稚園親子室 
開班人數：10人或以上 
收費：$50                                           
截止日期：4/4（下主日）                    http://bit.ly/3qb0IdV 

   

堂數 日期 課堂內容 

1 18/4 培育優質下一代的重要起步──「以終為始」 

2 25/4 優質下一代的兩大教養基礎 

3 2/5 安排時間陪兒女長大 

4 9/5 管教基礎的祕訣：「親密關係」的無比威力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招聘啟事 

 

1）教牧兩名 

 牧養學生、職青或家庭群體； 

 需神學畢業； 

 認同小組牧養理念，團隊精神，成熟。 

 
2）行政助理一名 

 協助主任牧師執行教會行政事務； 

 管理行政幹事及庶務員之職務； 

 大專畢業或以上學歷，具兩年或以上行政相關 

工作經驗； 

 具事奉心志，有良好溝通能力、能獨立工作；  

 需於週六及週日工作，每週工作五天半。 

有意者請將履歷表電郵至 stc@cccstc.org 或寄交沙田石門

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遴選

小組收，信封面請註明應徵之職位。（申請人資料只作招聘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