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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細語                  情繫青少年                 王桂芳牧師 
  當我於 1996 年來沙田堂服侍，就在少年區服侍，有十多年之久，期間上
帝給我一個夢想，建立和興起年青人生命，並鼓勵他們擴闊屬靈的視野，多參
與對外的活動和聚會，與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相交服侍，彼此激勵。後來因教
會的需要，而轉了牧區服侍，那時不捨的心情，足有一年的時間才舒減。2015
年再有機會返沙少區，這是我沒想過的，主給我的恩寵，同行了近五年，再因
教會的需要，離開沙少區，轉到職青和家庭牧區。 

  雖然我對年青人所做的有限和不足，但主給我對青少年的情沒有因離開而
褪減，常有想念和為他們禱告，並與一些年青人同行。感恩於去年十月至如今
可以為一年青人作督導，因他參加了香港細胞小組教會網絡主辦的門徒繁殖系
（SDM），這近七個月當中，看見他的成長和改變，和與他交談時，他都給我
不少學習和鼓勵。深願繼續關心和守望年青人，成就他們在主裡的夢想！ 

  執筆時，主給了一些經文作為對青少年的勉勵： 

1. 遵行主話，活出聖潔：「少年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呢？是要遵行你的話。」
詩 119:9 

2. 等候上帝，重新得力：「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
倦，行走卻不疲乏。」賽 40:30-31 

3. 聖靈澆灌，見主異象：「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
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徒 2:17 

4. 生命榜樣，直等主來：「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
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你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直等到
我來。」提前 4:12-13 

  作為年青人的上一代，我們要打破「一代不如一代」的捆鎖，我們要看好
他們，給予他們機會，要常常祝福和鼓勵幫助他們，賦權（empower）給他們
服侍，在主的信實和大能下，他們所做和所活的，必比我們更好和更豐盛！
Yeah！ 

  「年青人啊！我所禱告的是： 

求主賜福你們，聖靈充滿你們，經歷主的更新和改變，你們的成長，常有聖靈
的真理指引和堅立，主膏抹你們的生命，發揮主給你們的才幹、恩賜和經驗，
在這世代活出主給你們的異象，見證榮耀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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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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鄭韻莉 / 陳文豪 / 葉智軒 
 

讀  經                弗 4:1-3 / 弗 4:1-16 / 詩 4 

 
宣  道         我們當怎樣行 /   從一到一   / 在夾縫中的虔誠人 

         鄭詠怡宣教師 / 鄭嘉慧宣教師 /   鄧穎頤宣教師 

 
奉  獻        主的愛臨到這家 /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 平安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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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中華基督教會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的鄧穎頤宣教師週日午
堂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由於現時實體崇拜仍是在人數限制下舉行，故 2021 年 6 月份
聖餐將於第二和第三個星期在崇拜內舉行，請弟兄姊妹留意。 

4. 溫馨提示：下星期日（6/6）開始，每星期日早上及下午，可借
用沙田培英中學課室開組或會議，請借用的小組或弟兄姊妹預
早向教會登記。 

5. 工友周劍平女士於(20/5)正式離任，在此多謝平姐在本堂事奉，
願主親自祝福她。 

6. 本堂實習神學生葉智軒弟兄於(30/5)完成本堂實習，謹此致謝，
願主繼續祝福他在神學院的學習，裝備自己，成為合主使用的
器皿。 

7. 本堂詹志誠宣教師於（1/6）正式離任，多謝詹宣教師過去在本
堂的服侍，願主祝福詹宣教師未來事奉和生活。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深觸我心 

曲：曾祥怡 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痛苦 
耶穌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祢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祢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完全得醫治* 
副歌：感謝耶穌 我的救主 我得平安 我得醫治 
我的耶穌 愛我的主 祢的恩典深觸我心 

 
無言的讚頌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無言 無語 亦無聲音可聽 神的大能卻在世上知曉 
日頭冒升 又回歸於出處 神的恩惠又似日光普照 

副歌：諸天說述主的榮耀 穹蒼傳頌神大能力 每日每夜發出詩句 讚美全能上帝 
 

注目看耶穌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凡勞苦重擔 當親近耶穌 必享安息 必得滿足 
凡饑渴慕義 來尋求耶穌 必享甘泉 必得飽足 

副歌：注目看耶穌 定睛看耶穌 聖潔公義主 十架上耶穌 
注目看耶穌 定睛看耶穌 謙卑親近主 跟著祂同步 跟著祂同步 

 
我要愛慕祢 

曲、詞：長澤崇史 中文譯：黃川寧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耶穌 我要愛慕祢 我要愛慕祢 傾倒我的生命 
祢是我唯一所求 讓我心單單渴慕祢 

副歌：我心滿溢 我心滿溢 對祢的愛和思念無止盡 
讓我走向 祢的身旁 貼近祢 主啊 我渴慕尋求祢 

 
幽谷之舞 

曲、詞：Terence Leung @ZiON NOiZ  編：ZiON NOiZ  版權屬 ZiON NOiZ Limited所有 

神祢的光 光照我 使我一生不再徬徨 從祢的恩典 我竟得釋放 我的心不再慌 
效法施洗約翰 一生宣告 主原是這光 叫靈魂不再失喪 凡接待祂的此際要奔往 

從你從我的一生可以見到 主的拖帶沒有卻步 
幽谷可以跳舞 患難裡總不跌倒 急風雖會臨到 我未會迷途 

開心失意亦要祈禱 深知主領著我每步 
幽谷可以跳舞 患難裡總不跌倒 天天緊靠耶穌 人生怎會枯燥 

 
主的愛臨到這家 

曲、詞：BBL 和弦：Milk 版權屬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所有 

這是個家 永活神的教會 在這家裡 有盼望 有恩典 
這是個家 永活神的教會 在這家裡 有真理 有活水 

*祢話語是家的磐石 祢話語是家的詩歌 祢大愛是家的靠倚 祢大愛是家的拯救* 
副歌：主的愛臨到這家 主的愛臨到我心 燃點起我們赤子心 持守真理榮耀我主 
主的愛臨到這家 主的愛臨到我心 復興使我們有信心 攜手一起 活出主的旨意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敬拜上帝 

曲：吉中鳴 詞：區展熾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來敬拜上帝 來讚美上帝 榮耀至尊彰顯於世間 

來敬拜頌讚 全聖潔上帝 完備救恩千載到萬世 

萬口讚奇妙 稱頌祢 創造大能遍宇宙穹蒼 

來敬拜上帝 齊獻上活祭 傳頌我主恩典到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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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而為一 

詩集：頌樂樂 81 版權屬宗教教育中心所有 

凡事謙虛 溫柔忍耐 用愛心相寬容 

凡事謙虛 溫柔忍耐 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 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竭力保守 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是祢最重要 

曲、詞：西伯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1.是祢重要 在我的心中最重要 重要是祢 全地其上全賴祢一一創造 

是祢親手鋪設宇宙繁星 於我祢給我是到底的拯救 

頌讚 跪拜 頌讚永歸我主 頌讚 跪拜 讓我心歸我王 

於天地裡再找不到比祢好 在我生命裡 

再找不到一個相比更重要 神是我一生中最深刻最重要 

2.是祢重要 在我的一家最重要 重要是祢 危險困逼憑藉您一一過渡 

是祢恩手使這家溫馨倍添 於我這家也屬祢終生歸祢 

頌讚 跪拜 頌讚永歸我主 頌讚 跪拜 讓我家歸我王 

甘心樂意傳頌基督的救恩 讓這家奉獻 

榮耀都歸於祢皆因祢是愛 神是我一家中最深刻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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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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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除祂以外 
詩集：主澤流長 2，10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萬籟頌讚歡唱 傳揚神名字 同心宣告基督已得勝 
萬族奉上冠冕 傳揚神名字 從永遠到永遠 祂超過一切 

副歌：除祂以外 找不到可配頌讚 
除祂以外 找不到真救主 除祂以外 並沒有 沒有別名 
基督 祢是崇高 尊貴 配受崇拜 不變 信實無人能像祢 

光輝 國度 榮耀全屬祢 
 

我要一心稱謝祢 
曲：曾祥怡 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要一心稱謝祢 在諸神面前歌頌祢 
我要向祢的聖殿下拜 為祢慈愛和誠實稱讚祢名 
副歌：我要歌頌耶和華作為 因祢慈愛永遠長存 
我雖行在困苦患難中 祢應許必將我救活 
我要歌頌耶和華作為 因祢的名大有榮耀 
我呼求時祢必應允我 鼓勵我使我心裡有能力 

*祢必成全關乎我的事 祢必不離棄祢手所創造的* 
 

讓我得見祢的榮面 
曲：曾祥怡 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的靈安靜在祢面前 深知道祢就在這裡 
我的靈降服在祢面前 知道祢是我的神 

副歌：讓我得見祢的榮面 彰顯祢心意 使我看見 
我要在這裡見到祢 定意要見祢的榮耀 
讓我得見祢的榮面 回應祢心意 與祢相連 
我要在這裡敬拜祢 定意要見祢的榮耀 

*榮耀同在充滿在這裡 羔羊寶座設立在這裡* 
 
平安 

曲、詞：馬啟邦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就算世界刮著狂風暴雨 我心仍是穩妥安舒 
無論前路灰暗憂傷困倦 祢讓我站穩磐石之處 
就算捆鎖劫難縈繞著我 我心藏著不死盼望 
耶穌是我牧者 永在我旁 祢杖祢竿都安慰我 
副歌：主 祢賜下平安 不像世人所賜 
我的心不必再憂愁 也不用膽怯 

主 祢賜下這平安 是用重價換來的恩典 
受鞭傷使我得醫治 受刑罰讓我得到 赦免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週六午堂） 

講員：鄭詠怡宣教師 

講題：我們當怎樣行 

經文：以弗所書 3-4:1 （聖經新譯本） 

因此，我這為主被囚禁的勸你們：行事為人，要配得上你們所

蒙的呼召，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彼此寬容；以和睦

聯繫，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週六午堂） 
講題： 我們當怎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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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日（週日早堂） 

講員：鄭嘉慧宣教師 

講題：從一到一 

經文：以弗所書 4:1-16（現代中文譯本 2019 版） 
 

1. 所以，我這個因事奉主而成為囚徒的奉勸你
們，你們行事為人都應該符合上帝呼召你們
時所立的標準。 

2. 你們要謙遜、溫柔、忍耐，以愛心互相寬容， 

3. 以和平彼此聯繫，盡力保持聖靈所賜合一的
心。 

4. 唯有一個身體，唯有一位聖靈，正如上帝呼召
你們來享有同一個盼望。 

5. 唯有一位主，一個信仰，一個洗禮。 

6. 唯有一位上帝，就是人類的父親；他在萬有之
中，統御萬有，貫徹萬有。 

7. 我們每一個人都按照基督所分配的，領受特
別的恩賜。 

8. 正如聖經所說： 

他升上到至高之處的時候， 

帶去了無數的俘虜； 

他賜恩賜給人。 

9. 「他升上」這話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他曾
經先降下，到了地的最深處。 

    



 

10 那「降下」的就是「升上」到諸天之上的那一
位；他這樣做是要充滿萬有。 

11 他也是「賜恩賜給人」的那一位；他指定有些
人作使徒，有些人作先知，有些人傳福音，有
些人作牧師或教師； 

12 目的是要準備上帝的子民為他工作，建立教
會—就是基督的身體。 

13 最後，我們將對上帝的兒子有一致的信仰和
認識；我們將長大成熟，達到基督那完整的境
界。 

14 這樣，我們才不至於再像小孩子，中了人所編
造巧妙的詭計，隨著各樣學風飄來飄去。 

15 相反地，我們要以愛心說誠實話，在各方面向
著基督不斷長進。他是頭； 

16 整個身體都倚靠他，藉著各關節筋絡互相配
合，彼此連結。這樣，當各肢體發揮功用時，
身體就會在愛中漸漸長大，建立起來。」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日（週日早堂） 
講題： 從一到一 講員： 鄭嘉慧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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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日（週日午堂） 

講員：鄧穎頤宣教師 

講題：在夾縫中的虔誠人 

經文：詩篇四（和修本） 
 

1. 顯我為義的神啊，我呼求的時候，求你應允我！我在困

境中，你曾使我寬暢；求你憐憫我，聽我的禱告！ 

2. 你們這些人哪，你們把我的尊榮變為羞辱，要到幾時
呢？你們喜愛虛妄，尋找虛假，要到幾時呢？ 

3. 你們要知道，耶和華已將虔誠人分別出來歸他自己；我
求告耶和華，他必垂聽。 

4. 應當畏懼，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時候，要心裏思想，並

要安靜。 

5. 當獻上公義的祭，又當倚靠耶和華。 

6. 有許多人說：「誰能指示我們甚麼好處？」耶和華啊，求

你用你臉上的光照耀我們。 

7. 你使我心裏喜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 

8. 我必平安地躺下睡覺，因為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

住。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日（週日午堂） 
講題： 在夾縫中的虔誠人 講員： 鄧穎頤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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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醒我們的靈，屬靈胃口增強，更多愛主和愛人，更多認

識和活出真理，按恩賜服侍，恆常作見證，經歷主的信實和大能！ 
2. 求主賜福在夾縫中的虔誠人，能認出身份、專注己心，信賴上帝！ 
3. 求主賜福青少年，讓他們的成長，有聖靈的真理所指引，主膏抹他們的生命，

發揮主給他們的才幹、恩賜和經驗，在這世代活出主給他們的異象和見證。 
4. 敬拜區：請禱告記念周六晚堂敬拜隊弟兄姊妹的適應，他們重新參與其他時

間崇拜、或在周日早、午堂帶領敬拜，願主祝福他們！ 
5. 請為教會聘請傳道人祈禱，求主親自保守，帶領和預備。 
博康幼稚園： 

請禱告記念博康幼稚園學期終結前有不同活動和典禮，求主保守一切順利！ 
宣教同工：請為太陽家庭代禱 
1. 新月已經 2 個半月大了，感恩有足夠的母乳喂哺，BB 皮膚滑溜，身體也強

壯。感恩團隊在入院生產過程中的一切支援和幫助。 
2. 星星在學校適應得很好，早排在學校受到同學排擠（亞洲人緣故），一度情

緒低落，現時好多了。很喜歡做練習手工和返學。 
3. 記念他們一家在當地能認識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建立友誼和鍛煉言語。月亮

多次致電回家找爺爺，但都聯絡不上，詢問家人又似有隱瞞原因。爺爺患有
腦退化，已經決志了，月亮非常擔心爺爺是否出什麼狀況。求主與家人同在，
讓他們在前方服侍能安心，讓教會能支援探訪。 

4. 未來將會去新的城市開展，而且正在考慮是否會在年底回港。一切待疫情及
他們情況發展而安排。全國現時每日有 9000 宗以上確診個案。求主保守和
醫治當地人，為他們預備前路。 

肢體： 
1. 沙綠區組員袁淑妍姊妹已於 21/5 返回天家，因事出突然，願主親自安慰和醫

治哀傷中的家人。請記念丈夫和家人需要預備一切身後事宜，以及家中有五
個月大的兒子，由工人姐姐照顧中，願天父看顧嬰孩成長之路，姊妹的家人
能早日歸主。 

2. 劉秀芬姊妹（劉鈴莉、啓聰的外婆）於 24/5 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賜下
恩典和平安。 

3. 請為王美治姊妹（沙望黃立紅 Shirley 的媽媽，何應豪 Ringo 的外母）代禱，
她於 28/5 完成左邊三叉神經線射頻治療，求主醫治她，賜福她減少和免除舌
頭劇痛不止的症狀，沒副作用，主賜她有好的康復，滿有主的平安，經歷主
恩！ 

4. 請為黎錦漢弟兄（89 歲）代禱，他面對癌病多年（腸癌、肺癌）近日發現視
力問題，走路時失平衡，診斷癌細胞擴散至腦部。他將於 28/5 到威院作電療
前期預備，六月初進行為期五次的電療，懇求主保護黎弟兄在家人陪伴下出
入平安，堅強他的信心，一切交託主，求主醫治看顧。 

5. 請為沙勉區曾金容姊妹代禱，她於 27/5 因發燒在威院留醫，求天父幫助醫治
她，有好的治療，恢復健康，又賜金容信心交託主！ 

6. 請為黃國健弟兄代禱，求主醫治保護他的身體健壯，血小板能提升，有主的
平安和盼望，經歷主恩！ 

香港： 
請為香港防控疫情能做到嚴格有序代禱，求主賜智慧給政府和食衛中心。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 

同工 
司事長 司事 

5/6 

午堂 
梁亦璇 

邢福增教授 

哈巴谷的 

自肥企画 

(哈 3:17-19) 

謝駿麒 黎碧筠 
譚兆恒 

尹穎欣 

6/6 

早堂 
蘇家淳 呂彩嫺 呂愛 

何梓峯 

黃麗芬 

午堂 莫苑萍 鄭嘉慧 伍恩君 
朱慕賢 

甄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