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七、十八日
週六午堂：4:30pm(幼稚園) / 週日早堂：9:00am(幼稚園) / 週日午堂：11:00am(培英)
辦公室地址：沙田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

電話：26462469

從這代到後代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鄭詠怡宣教師

「虎父無犬子」這句話比喻出色的父親不會生出一般的孩子，用於誇
獎別人的子輩。如果這句話成立，一定要識揀出色的父母呢！曾收看一套
劇集，劇中一位富家子弟被全城形容為「投胎界 KOL」，因他父親在城中
有權、有勢、有錢，城中人都認為這富家子弟的成功，全靠父幹。我們都
十分明白，若下一代能在富裕家庭成長，不愁生活所需，有充足資源幫助
學習、早早發掘興趣、發展理想，理論上工作生涯或前途會較順利。但我
們同樣明白，除了家庭資源外，還有很多因素影響下一代的人生，例如：
父母關係、父母與子女關係、兄弟姊妹關係、家庭價值觀、家庭衝突及情
緒處理、子女同輩關係、學校氣氛等等。然而屬靈的影響力絕對不能忽視，
「罪破壞家人關係，真理卻能使家人復和與成長。」
創世記廿五章 19 節開始敘述以撒及他的後代，聖經描述以撒愛以掃、
利百加愛雅各(創廿五 28)。當以撒到了年老眼睛昏花時候，欲在離世前給
以掃祝福，利百加竟獻計給雅各欺騙了父親，偷取父親給以掃的祝福。此
後，以掃就恨雅各，雅各為逃避以掃，流落他鄉被舅父拉班欺騙。及後雅
各成為父親，在所生的眾子中，他偏愛約瑟，兄弟間嫉妒日積月累，眾子
越發恨約瑟，他們便狠心將約瑟賣到埃及了。偏愛、欺騙、憎恨在這幾代
中延續，直至約瑟與兄弟們和好，這些罪的延續才得以告一段落。
在新約聖經中，提摩太則受到家人積極的影響。提摩太在母親友尼基
和外祖母羅以的照顧下成長，認識真神，信心得以堅固。她們在提摩太心
中種下無偽之信（提後一 5），使提摩太從小明白聖經 (提後三 15）。提
摩太在家中長大，看到母親與外祖母信心的美好榜樣，他得到的不單是言
教也有身教，他觀察到母親與外祖母如何面對信仰上逼迫，這亦成為他面
對逼迫的榜樣。提摩太及後成為了保羅傳福音的重要同工，更承擔領導以
弗所教會的重任，傳揚及堅守真理，抗衡假教師的無稽之談。
面對世界及香港的動盪變遷，作為基督徒父母的確面對更多考驗，友
妮基及羅以是很好的榜樣，她們展示了「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
是到老他也不偏離。」她們培養了提摩太能按真理行事為人，更得到保羅
的栽培與教導，能抵抗逼迫帶來的壓力，更成為能教導別人的人。筆者鼓
勵每位父母抓緊時機，發揮你們在子女生命中的屬靈影響力。不但言教，
更要身教，成為他們對神信心的好榜樣，成為一代又一代美好影響！
職場事工顧問：張大華牧師
堂 主 任：佘健誠牧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沙綠區)
牧
師：王桂芳牧師(沙勉區、沙星區、沙龍區、沙宣區)
陳智衡牧師
執
事：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
司徒麗燕執事、林偉漢執事、莫苑萍執事
行政同工：伍志祥、蔡碧翠、蔡榮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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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區)
鄭嘉慧宣教師(沙少區、沙約區、沙泉區、
沙旺區、沙綠區)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沙奮區)
工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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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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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靈命 當滅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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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彩嫺

謝駿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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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志祥弟兄於 16/7（五）正式上任，成為本堂行政助理，謹代表
教會歡迎伍弟兄加入本堂行政團隊，請弟兄姊妹在禱告中記念伍
弟兄在本堂的服侍，與同工配搭和適應禱告。

3. 沙田堂特別會友大會於 15/8（日）週日午堂後（約下午 1 時正）
舉行，地點為沙田培英中學一樓學生活動中心。有關議程和通知信
將下星期六日派發，請各會友預留時間出席，歡迎弟兄姊妹列席。

4. 因配合沙田培英中學禮堂進行裝修工程，故 25/7，1/8，8/8，15/8
（星期日）這段期間，週日午堂崇拜延遲至早上 11:30 舉行，地點
仍然在在一樓學生活動中心，請弟兄姊妹留意。

5. 今星期六（17/7）晚上佘牧師前往基督教宣道會活水堂職青崇拜證
道，今星期日（18/7）早上前往香港基督徒聚會中心旺角堂崇拜證
道，下午前往基督教宣道會活水堂印尼崇拜證道，請記念。

6. 2021 年 6 月徵信錄，徵信錄可於週刊內及教會網站的小組錦囊內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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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超乎一切
曲：Lenny LeBlanc 詞：卓莉冰 版權屬頌宣音樂所有

勝過一切權柄 世間君王 大過宇宙萬有和所有被造物
高過人們心中意念思想 天地穹蒼前祢已存在
超越江山國度 萬國寶座 美過全地所見所聞奧妙奇觀
富於天下所有金銀榮華 祢的愛始終無與倫比
副歌：祢為我 捨命受鞭傷 受刑罰 被釘在十架上
被辱罵 遭眾人踐踏 替代我罪 情願破碎 喚我回

何等榮美的名
曲：Ben Fielding & Brooke Ligertwood 中文譯：約書亞樂團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 祢就是太初神的道 至高主與神同在 在造物中隱藏祢榮耀 今顯明在基督裡
副歌 1：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我王耶穌基督聖名
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無一事物相比 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耶穌的聖名
2. 為了與我們同享天堂 祢帶著天國降臨 我罪雖重 但祢愛更深 我們永遠不分離
副歌 2：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我王耶穌基督聖名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無一事物相比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耶穌的聖名
*死困不住祢 幔子已挪去 罪和陰間屈服於祢
與天堂歡慶 祢榮耀顯明 死裡復活祢得勝利
祢無所匹敵 祢無人相比 耶穌掌權直到永遠
國度屬於祢 榮耀屬於祢 超乎一切我主聖名*
副歌 3：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我王耶穌基督聖名
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無一事物相比 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耶穌的聖名

更像祢
曲、詞：陳麒安 中文譯：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渴望更像祢 耶穌 如此溫柔聖潔 耶穌 祢愛湧流 毫無保留 喔主 使我能更像祢
我渴望更像祢 耶穌 更多慈愛憐憫 耶穌 謙卑自己 為我捨命 喔主 我願更多像祢
副歌：讓祢愛如大水澆灌我 充滿我心深處不停湧流 願聖靈親近充滿我 使我自由
讓祢愛來滲透我生命 為祢而活 榮耀祢的名 我願聖潔順服祢旨意 緊緊跟隨祢

主的手
曲、詞：Joo Young Gwang 中文譯：張漢業 版權屬以斯拉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1. 主寶血洗淨了我的罪 主寶血使我靈得自由
寶座前獻上我的敬拜讚美 將我生命所有獻給我的主
2. 主的手為了我流出寶血 主的腳為我被釘在十架上
現在我活著不再為自己而活 我要單單為了主耶穌而活
副歌：我的手與主的手同釘十架 我的腳也與主的腳同釘十架
如今我與主同死 也願與基督同復活 永永遠遠單單為主而活

真實的悔改
曲、詞：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祢已救贖我們 招聚我們 為祢爭戰 主我們同心尋求 祢的國度 祢的公義
求祢赦免我們得罪了祢 從今天起我們要順服祢旨意
副歌：主我們真實的悔改 回轉到祢面前
求祢赦免我們的罪 潔淨我們的心
主再次賜下祢恩典 再次賜下憐憫
求祢塑造我們生命 為祢而活 一生討祢喜悅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願諸天歡呼歌唱
曲、詞： 河用仁 版權屬萬國敬拜與讚美所有

願諸天歡呼歌唱 同聲宣揚父神榮美
願一切被造世間的萬物 齊來讚美祂榮耀
副歌：一切高山深海歡呼歌頌 彰顯神的權能和祂大作為
一切全地四方揚聲歡唱 慈愛公義真神
創造我的主宰 賜寶貴生命 祂名已被高舉 遠超過一切
全能君王要在榮光中降臨 讚美祂到永遠

祢是榮耀君王
曲、詞： Mavis Ford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祢是榮耀的君王 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 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 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 祢是主耶穌基督
副歌：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撒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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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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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祢配得至聖尊榮
曲、詞：Chris A. Bowater 中文譯：傳耶穌 詩集：讚之歌 5，15

耶穌 祢配得至聖尊榮 耶穌 當受最高讚美
願全地響應 諸天唱和 來尊崇主聖名超乎萬名
讓我們屈膝俯伏敬拜祂 因祂聖名 萬膝要跪拜
讓萬口承認 祂是主耶穌 全能神 今我榮耀祢
副歌：但願尊貴 頌讚和權能 都歸於祢 都歸於祢
願尊貴 頌讚和權能 都歸於祢 都歸於祢
主耶穌 永活真神兒子

真實的悔改
詞、曲：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祢已救贖我們 招聚我們 為祢爭戰
主我們同心尋求 祢的國度 祢的公義
求祢赦免我們得罪了祢 從今天起我們要順服祢旨意
副歌：主我們真實的悔改 回轉到祢面前
求祢赦免我們的罪 潔淨我們的心
主再次賜下祢恩典 再次賜下憐憫
求祢塑造我們生命 為祢而活 一生討祢喜悅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我以歡欣歌聲去讚美祢
曲：Shona Sauni

我以歡欣歌聲去讚美祢 祢是拯救我的磐石
以感恩的心到祢面前 用歌聲尊崇祢
因祢是大君王 超乎萬有 掌管地上的一切
我以歡欣歌聲去讚美祢 祢是拯救我的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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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祢裡面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在乾旱無水之地 我渴慕祢 在曠野無人之處 我尋求祢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我等候祢 如鷹展翅上騰
副歌：住在祢裡面 住在祢裡面 如同枝子與葡萄樹緊緊相連
住在祢裡面 住在祢裡面 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我怎麼才能回應祢
曲、詞：清風 版權屬絃獻音樂敬拜事工所有

1. 我知道 祢的愛是源源不盡 那是榮光 玄妙得我無法形容
浪盪一生 唯有祢是我財富 我的僅有 我的唯一
2. 觀看祢 祢恩典像雲兒盪迴 總揮不去 縱使我有淚滴時候
怎能遺忘 祢的血為了我 祢的淚為我流乾 主耶穌 我怎麼能遺忘
副歌：我怎麼才能回應祢 使我一生過得更精采
怎麼才能回應祢 為我犧牲的愛
心中對祢的感動再 冉冉的升起 默默等候祢
只要祢說一句 我就願意 去起來跟從祢
我怎樣才能不離不移的賣力 專注尋找祢 怎樣才算配得祢 榮耀再來一天
當我一生走到盡頭的時候 所能矜誇只有祢 親愛的主我願意甘心 奉上我所有

真實的悔改
詞、曲：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祢已救贖我們 招聚我們 為祢爭戰
主我們同心尋求 祢的國度 祢的公義
求祢赦免我們得罪了祢 從今天起我們要順服祢旨意
副歌：主我們真實的悔改 回轉到祢面前 求祢赦免我們的罪 潔淨我們的心
主再次賜下祢恩典 再次賜下憐憫
求祢塑造我們生命 為祢而活 一生討祢喜悅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七日、十八日
講員：鄭嘉慧宣教師
講題：內在靈命—當滅之物
經文：約書亞記 ７:1-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以色列人在當滅之物上犯了罪。猶大支派中，謝拉的曾孫，撒底的孫子，
迦米的兒子亞干取了當滅之物，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
約書亞從耶利哥派人往伯特利東邊，靠近伯‧亞文的艾城去，對他們說：
「你們上去窺探那地。」那些人就上去窺探艾城。
他們回到約書亞那裏，對他說：「眾百姓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
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勞動眾百姓都上去，因為他們人少。」
於是百姓中約有三千人上那裏去，但他們竟在艾城的人面前逃跑。
艾城的人擊殺他們約三十六人，從城門前追趕他們，直到示巴琳，在下
坡的地方擊敗他們。他們都膽戰心驚，融化如水。
約書亞和以色列的長老就撕裂衣服，在耶和華的約櫃前臉伏於地，直到
晚上。他們把灰撒在頭上。
約書亞說：「唉！主耶和華啊，你為甚麼領這百姓過約旦河，把我們交
在亞摩利人手中，使我們滅亡呢？我們不如住在約旦河的那邊！
主啊，求求你，以色列人既在仇敵面前轉身逃跑，我還有甚麼可說的呢？
迦南人和這地所有的居民聽見了就必圍困我們，把我們的名從地上除
去。那時，你為你至大的名要怎樣做呢？」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起來！你的臉為何這樣俯伏呢？
以色列犯了罪，又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又取了當滅之物。他們又
偷竊，又行詭詐，又把那當滅的物與自己的器皿放在一起。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身逃跑，因為
他們成了當滅的物。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
你們同在了。
你起來，去叫百姓分別為聖，說：『你們要為了明天使自己分別為聖，
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這樣說：以色列啊，在你中間有當滅的物；
你們若不把你們中間當滅之物除掉，你在仇敵面前必站立不住！』
到了早晨，你們要按着支派近前來。耶和華所選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近
前來；耶和華所選的宗族，要按着家族近前來；耶和華所選的家族，要
按着男丁，一個一個近前來。
被選的人有當滅之物在他那裏，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燒，因為他違背
了耶和華的約，又因他在以色列中做了愚妄的事。」

大綱：
(一) 起來!(10 節)

背約: 取了當滅之物(11-12 節)

(二) 起來!(13 節)

重新立約: 毀掉當滅之物(14-15 節)

反省問題：
你生命之中有什麽「當滅之物」該歸還給上帝?

有沒有一些人或事已經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而攔阻你和上帝的關係?

---------------我的回應----------------日期：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七日、十八日

講題：

內在靈命—當滅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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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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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的靈甦醒，更深明白上帝在這時代的旨意，更多
愛主，堅心信靠和跟從主，生命被主塑造和改變，賜我們平安和堅心信靠
主的心，勝過一切懼怕，在這時勢中，活出主的使命！
2. 求主幫助我們決意棄絕生命之中「當滅之物」，求主光照我們有否一些人
或事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而攔阻我們和上帝的關係，就須要重新擺位，以
上帝為先為重要。
3. 請為職青的牧區代禱，求主賜福他們在工作和家庭生活教會生活中，更深
經歷主的恩典、信實和能力。
4.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 8 月的日營籌備，願主引導各籌委，賜下方向及內容，
能祝福參與的組員。
5. 為教會購堂事情禱告，求主讓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為購堂事情上齊心禱
告，一起尋求上主的心意。
堂委：
1. 請為李偉禾弟兄代禱，求主賜恩加力給他在工作中能展現出不再一樣的
他、彰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求主保守他聲帶的診斷、治療、康復都有
良好進展。求主幫助文綺的工作量增加後，繼續常常有力作主工。
2.. 請為區俊英弟兄代禱，學校快將放暑假，求主加力，讓他和斯慧可以在
假期有安靜退修的時間，親近主，也為來年的教學做好準備。也為俊英
禱告，求天父加添心力，和弟兄姊妹同心同工，與堂委會成員一起建立
及發展教會。
3. 請為謝瑋晏弟兄代禱，他最近身體缺乏休息，因此多疲倦，希望暑假可
以休息再努力工作。
4. 請為劉子麒弟兄的家人代禱，他的太太 Rachel 是小學老師，將會在新學
期接受新挑戰，求天父加力予她。兒子將會在九月上學，求天父給他有
能力快快適應。
宣教士：李偉良韓昱家庭
李偉良宣教士將於 21/7 離港返泰，求主保守一路順暢，平安和安全抵泰
南，身心健壯，事有奉得力。
宣教同工：哈小家庭
請為兒子們的語言適應，因為泰南主要去泰人教會，他們不易投入，求主
幫助。請為泰國疫情繼續祈禱，求主幫助政府和居民齊心抗疫。使疫情緩
和，民生恢復正常。
肢體：
1. 請為沙奮區媚媚和恒仔參與網上短宣(23-26/7 日本東北：岩手縣)代禱，
求主賜他們身心靈健壯，謙卑服侍，團隊合一，恩賜配搭，他們有美好的
學習和體驗，與當地人有美好的溝通，經歷主的同在和能力，並尋求主的
異象，明白祂的心意。
2. 請為應考 DSE(中學文憑試)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保守他們於 21/7 放榜
中，有主的平安的心，主引領他們的前路！
香港：
請為香港的疫情代禱，求主賜智慧予政府有外防輸入和通關的事上在防
疫和抗疫的措施作嚴謹的執行，一起同心抵禦病毒的傳播。

2021 年六月份宣教士/宣教同工基金奉獻概況
支出

收入

不敷

李偉良家庭

8,215

4,800

(3,415)

小燕子家庭

39,230

13,450

(25,780)

哈小家庭

28,602

16,850

(11,752)

**以港幣作結算

需要大家奉獻支持

教會購堂交流禱告會
目的讓弟兄姊妹在教會購堂事情上有溝通和交流
日期、時間、地點及形式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或形式

7 月 31 日

週六午堂崇拜後
（約 1 小時）

博康幼稚園禮堂

8月1日

週日早堂崇拜後
（約 1 小時）

博康幼稚園禮堂

8月4日

晚上 8:30-9:30

視像聚會（Zoom）

8月8日

週日午堂崇拜後
（約 1 小時）

沙田培英中學
一樓學生活動中心

敬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讓我們一起關心教會購堂的需要和
一起為教會購堂去尋問上主的心意。

沙田堂第三季裝備站課程
信徒生活
此課程透過每堂的專題，去探討基督徒在信仰和生活中應有的特質，從而在行事
為人上與蒙召的恩相稱。
導師：佘健誠牧師
日期：30/7-24/9/2021（星期五，共九堂）

網上報名：

時間：晚上 8:00-9:30（每堂 1.5 小時）
地點：網上授課

更改

費用：免費
要求：已信主和完成初信栽培
截止日期：25/7/2021

網址：https://bit.ly/35OVhJO

備註：此課程包含洗禮班部份內容，在 2022 年開始參加此
課程後才可報名參加洗禮班
堂數

日期

課堂內容

1

30/7

認識上主

2

6/8

持守真道

3

13/8

禱告敬拜

4

21/8

召命人生

５

28/8

支持同行

６

3/9

作主門徒

７

10/9

鄰舍社會

８

17/9

工作家庭

９

24/9

恩賜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