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
網上崇拜播放時間：星期日下午 2:30
辦公室地址：沙田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

facebook @ cccstc.official

電話：26462469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二零二一年沙田堂 39 週年堂慶感恩聯合崇拜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沙田培英中學一樓禮堂

職場事工顧問：張大華牧師

宣教師：呂彩嫺宣教師(沙勉區)

堂 主 任：佘健誠牧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沙綠區)

黃慧貞宣教師(沙苗區)

牧

鄭詠怡宣教師(沙靖區、沙奮區)

師：王桂芳牧師(沙勉區、沙星區、沙龍區、沙宣區)
陳智衡牧師

執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沙奮區)

事：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

鄭嘉慧宣教師(沙少區、沙約區、沙泉區、

司徒麗燕執事、莫苑萍執事、林偉漢執事

沙旺區、沙綠區)

行政同工：蔡碧翠、蔡榮欣

工 友：張嘉輝、關自力、陳達文、袁麗兒、
蘇熠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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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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敬拜：

連皓晴姊妹

講

襄

鄭詠怡、黃慧貞、謝駿麒、
鄭嘉慧、司徒麗燕、林德瑩、

司 事 長： 伍恩君、羅偉成

禮：

司

員： 董美琴牧師
事： 朱銘珊、何梓峯

莫苑萍、羅偉真、林偉漢

黎碧筠、甄國文

崇 拜 禮 儀

預備主道
宣

召 ........................................................................... 主

席

敬

拜 ........................................................................... 主

席

祢的信實廣大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曲：Thomas O. Chisholm 詞：William M. Runyan 中文譯：清泉 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1.祢的信實廣大 我主我天父 永久不變賜下 憐憫大愛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O God my Father, There is no shadow of turning with Thee.

在祢光中找不到轉動影兒 猶似當初現在終不改變
Thou changest not, Thy compassions, they fail not. As Thou hast been Thou forever wilt be.

2.春風吹秋雨降 冷與暖替換 軌跡不變永在 日月眾星
Summer and winter, and springtime and harvest. Sun, moon and stars in their courses above.

同伴萬有宇宙 今生可證明 惟獨祢愛長存 信實為糧
Join with all nature in manifold witness, To Thy great faithfulness, mercy and love.

3.一生都得赦免 永遠得安穩 祢手拖帶引導 同在我心
Pardon for sin and a peace that endureth, Thine own dear presence to cheer and to guide.

願意拋開所有 因擁有一切 尋獲今天力量 找到盼望
Strength for today and bright hope for tomorrow, Blessings all mine, with ten thousand beside.

副歌：祢的信實廣大 祢的信實廣大 清晨復清晨 主愛日更新
Chorus：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Morning by morning new mercies I see

我所需用祢恩手豐富預備 祢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All I have needed Thy hand hath provided,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Lord, un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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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頌
曲：Michael W.Smith 中文譯：慕主音樂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因主神全能者已掌權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因主神全能者已掌權 哈利路亞
副歌：聖潔主 聖潔主 唯有祢是至聖潔主
神羔羊配得 神羔羊配得 全心來敬拜
聖潔主 唯有祢是至聖潔主 神羔羊配得 神羔羊配得 阿門
祢配得全所有(副歌)
曲、詞：David Brymer、Ryan Hall

中文譯：趙治德 版權約書亞樂團所有

副歌：我的主祢是配得 我的主祢是配得
萬有都本於祢 萬有也歸於祢 祢配得一切榮耀
**晝夜不止息地讓禱告昇起 晝夜不止息地讓禱告昇起
晝夜不止息地讓禱告昇起 晝夜不止息地讓禱告昇起**
建殿者的呼聲
曲、詞：朱肇階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 在祢安息之處大有榮耀
認識祢的知識充滿遍地 像水遮蓋大海 掀起我心 更要渴想祢
我還活時要稱頌祢 因祢領我出埃及地
我要紀念主的約 因祢是信實 祢是耶和華以勒
副歌：不依靠勢力 不依靠才能 惟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
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 帶被擄的人歸回錫安 在聖所中如此瞻仰祢榮耀
到那天我們就像做夢的人 聚集驚奇 神為我們行了大事
祢的救恩不延遲 祢在我們中間 我們中間作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以馬內利

獻

詩 ........................................................................... 詩

班

(詩班獻詩) 虔守主餐
詩集：世紀頌讚，529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我們跪在主面前同擘餅 我們跪在主面前同擘餅
2.我們跪在主面前喝主杯 我們跪在主面前喝主杯
3.我們跪在主面前讚美神 我們跪在主面前讚美神
副歌：當我雙膝跪下 舉目仰望主光輝 上主啊 求憐憫我

聖

餐 ......................................................佘健誠牧師/王桂芳牧師
（請 3-12 歲兒童前往一樓活動室參加兒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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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主道
証

道 ........ 驚喜的教會(徒 11:19-30、13:1-3) ....... 董美琴牧師

徒 11:19-30
19.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並
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
20. 但內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臘人傳講主
耶穌
21. 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22. 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中，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出去，走到
安提阿為止。
23. 他到了那裏，看見神所賜的恩就歡喜，勸勉眾人，立定心志，恆久
靠主。
24.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
了主。
25. 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
26. 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會一同聚集，
教訓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
27. 當那些日子，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28. 內中有一位，名叫亞迦布，站起來，藉著聖靈指明天下將有大饑荒。
（這事到克勞第年間果然有了。）
29. 於是門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
30. 他們就這樣行，把捐項託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裏。
徒 13:1-3
1.
2.
3.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
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
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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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獻 ........................................................................... 會

眾

建殿者的呼聲
曲、詞：朱肇階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 在祢安息之處大有榮耀
認識祢的知識充滿遍地 像水遮蓋大海 掀起我心 更要渴想祢
我還活時要稱頌祢 因祢領我出埃及地
我要紀念主的約 因祢是信實 祢是耶和華以勒
副歌：不依靠勢力 不依靠才能 惟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
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 帶被擄的人歸回錫安 在聖所中如此瞻仰祢榮耀
到那天我們就像做夢的人 聚集驚奇 神為我們行了大事
祢的救恩不延遲 祢在我們中間 我們中間作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以馬內利

家事分享 / 祝福 .............................................................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請家長前往一樓活動室接回參與兒童小組之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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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顧問牧師董美琴牧師蒞臨證道，不勝
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沙田堂購置堂址奉獻方法
1.可以寫表格
2.亦可以網上填寫

https://bit.ly/3zcHo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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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同工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沈沛

25/9
梁亦璇
午堂

鄭嘉慧

沙少區
黃國誠 譚兆恒

26/9
鄭嘉慧
早堂

午堂 何啟康

張大華
牧師

職場主日

呂彩嫺

林麗華 黃靜仁
黃麗𣶼

羅偉真

李仕波

林麗華 梁秀英

李溢豪 陳愛玉
黃詩君

何錦培

張博文

李麗容 林煒菁

鄭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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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堂崇拜聚會
時段

時間

地點

週六午堂

4:30pm

沙田博康邨博康幼稚園禮堂

週日早堂

9:00am

沙田博康邨博康幼稚園禮堂

週日午堂

11:00am

沙田禾輋邨沙田培英中學 1 樓學生活動室

週日兒童小組

11:00am

沙田禾輋邨沙田培英中學 201-205 室

沙田堂牧區介紹
牧區

牧區介紹

沙勉區

年長者、婦女及退休人士

沙望區

成青人士(包括夫婦、在職約二十五年或以上)

沙星區

職青人士(包括夫婦、約在職超過二十年或以上)

沙龍區

職青人士(包括夫婦、約在職超過十五年或以上)

沙宣區

職青人士(包括夫婦、約在職超過十五年或以上)

沙泉區

職青人士(包括年青夫婦、約在職八年或以上)

沙約區

職青人士(包括年青夫婦、約在職八年或以上)

沙旺區

職青人士(包括年青夫婦、約在職八年或以上)

沙靖區

職青人士(包括年青夫婦、約在職五至七年)

沙綠區

職青人士(剛出來工作、在職五年以下)

沙奮區

大專及大學及初職

沙8區

大專及大學及初職

沙少區

中一至中六

沙苗區

小六或以下

~ 歡迎赴會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