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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網上崇拜播放時間：星期日下午 2:30    facebook @ cccstc.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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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二零二一年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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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王桂芳牧師(沙勉區、沙星區、沙龍區、沙宣區) 鄭詠怡宣教師(沙靖區、沙奮區) 

          陳智衡牧師 謝駿麒宣教師(沙 8區、沙奮區) 

執    事：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 鄧穎頤宣教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沙綠區) 

司徒麗燕執事、莫苑萍執事、林偉漢執事 鄭嘉慧宣教師(沙少區、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 

行政助理：李韋德 沙綠區) 

行政同工：蔡碧翠、蔡榮欣 工 友：張嘉輝、關自力、袁麗兒、李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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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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苑萍執事 講     員： 鄭詠怡宣教師 

襄     禮： 林德瑩、羅偉真、林偉漢、

黃慧貞、謝駿麒、鄭嘉慧、

鄧穎頤、區俊英、李偉禾 

司  事  長： 伍恩君、羅偉成 

司     事： 方淑妝、高向陽、 

 黎碧筠、甄國文 

 

 

崇 拜 禮 儀 

預備主道  

宣  召 ........................................................................... 主  席 

 

獻  詩 ........................................................................... 詩  班 

在伯利恆 (恩頌聖歌 160) 
版權屬福音證主協會所有 

1.很久以先在伯利恆 按照聖經所預言 有重貞女生救世主 在聖誕那一天 
2.牧人夜間輪更看羊 見燦爛新星照耀 又聞天上歌頌悠揚 遠處天樂飄飄 
3.約瑟和妻子馬利亞 去到伯利恆那夜 尋覓一居所生嬰孩 卻無處可棲歇 
4.其後在街上一角落 找到那荒廢馬廄 在冷清幽暗馬槽裡 安放初生嬰孩 

      副歌：1-3 聽啊 天使唱頌歌 今日誕生君王 
    聖誕佳節恩典無窮 賜人永遠生命 
   4. 號角 歌聲報佳音 聽眾天軍說明 
    聖誕佳節恩典無窮 賜人永遠生命 

敬  拜 ........................................................................... 主  席 

日日夜夜 
曲：曾祥怡 詞：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耶和華 祢大榮耀降臨 在地上如天上的敬拜 
祢是我們的神 我們是祢子民 因祢榮耀 我不住敬拜 

2.我受造是為了敬拜祢 我受造是為了榮耀祢 
祢是我們的神 祢與我們同住 因祢榮耀 我不住敬拜 

副歌：聖哉 聖哉 聖哉 昔在今在永在 榮耀 榮耀 榮耀 配得頌讚愛戴 
聖哉 聖哉 聖哉 全地向祢跪拜 尊貴榮耀 都歸寶座羔羊 

**日日夜夜 不停獻上 禱告如香 不停升起 
日日夜夜 不停獻上 讚美獻祭 永不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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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就在這裡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聖潔耶穌 祢寶座在這裡 哈利路亞 祢榮耀在這裡(x2) 
副歌：君王就在這裡 我們歡然獻祭 擁戴祢為王 榮耀都歸於祢 

君王就在這裡 大能彰顯這地 和散那歸於至高神主耶穌 
**更多更多來高舉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呼喊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承認祢是主 直到那日 我再見祢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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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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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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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頌慶主恩典 
曲：Dave Bankhead、Trish Morgan 中文譯：楊天恩牧師 

同頌慶主恩典 救主深恩今已彰顯 賜與新生的愛 全屬我們 
王阿我要高歌 祢賜歡欣使我要高歌 歡呼歌聲全獻給祢 高聲歡慶頌讚 

副歌：同來共 CELEBRATE CELEBRATE 歡呼都歸祢 歡呼都歸於我的主 
同來共 CELEBRATE CELEBRATE 歡呼都歸祢 歡呼都歸於我上帝 

 

（請 3-12 歲兒童前往學生活動中心參加兒童小組）  

 

聆聽主道  

証  道 ............... 危難中的拯救 (太 2:1-23) ........... 鄭詠怡宣教師 
 
1.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

撒冷，說： 

2.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

他。」 

3.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裏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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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 

5.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 

6. 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

王要從你那裏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7. 當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 

8.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

信，我也好去拜他。」 

9. 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

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 

10.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 

11.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

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 

12.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13. 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

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裏，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除

滅他。」 

14. 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 

15. 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

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16. 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

男孩，照著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兩歲以裏的，都殺盡了。 

17.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 

18. 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結哭她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

都不在了。 

19. 希律死了以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現，說： 

20. 「起來！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地去，因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

已經死了。」 

21. 約瑟就起來，把小孩子和他母親帶到以色列地去； 

22. 只因聽見亞基老接著他父親希律作了猶太王，就怕往那裏去，又在夢中

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內去了， 

23.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裏。這是要應驗先知所說，他將稱

為拿撒勒人的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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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獻 ........................................................................... 會  眾 
 

主祢永遠與我同在 
曲：Bo & Elsa Jarpehag 中文詞：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危難臨到我信靠祢 深知祢必領我渡過 祢信實為我堅持到最後 

當暴風雨向我靠近 有祢同在我不至畏懼 祢是我的牧者 我所依靠 

每個夜 每一天 我知祢永遠在身邊 

副歌：主祢永遠與我同在 在祢裡面沒有改變 

祢的堅定 從昨日 到今日 一直到永遠 

靠祢豐盛應許站立 我的未來在祢手中 

堅固磐石 全能真神 我敬拜祢 
 
聖禮  

成人水禮願詞 ................................................................. 佘健誠牧師 
 

你們今天既然願意在會眾面前領受水禮，作你們藉基督歸服上帝的

證明，也當在眾人面前，說明你們對上帝的誓約。 

問：你是否承認上帝為你的天父，耶穌為你的救主，聖靈為你的保 

惠師呢? 

答：是。我承認。 

問：你是否應許將自己獻與基督耶穌，認祂為救主，以祂為榜樣， 

按祂所說盡心、盡意、盡力，愛主上帝，又愛人如己，為生活的準

則呢? 

答：是。我應許。 

問：你是否應許按著上帝，在新舊約裡所交託你的真道，盡力保守 

並宣揚呢? 

答：是。我應許。 

問：你是否應許常常祈禱、讀經、默想等，作靈修工夫，親近上帝 

呢? 

答：是。我應許。 

問：你是否應許竭力盡忠教會，遵守沙田堂誓約呢? 

答：是。我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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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孩水禮願詞 ................................................................. 王桂芳牧師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帶這兒童前來領受水禮，是否鄭重的應許，

將教導他的事，作為你們的權利和義務，教導他，成為上帝的兒

女，教他知道信靠和認識上帝是智慧的開端；教他敬愛上帝，終

身服事他？你們要照著聖經，教他走上善良和誠實的道路，認識

天父，使他能照著耶穌基督所啟示的，離開罪惡，愛好公義。你

們非但要用上帝的聖言教導他，並且要用忠實的生活，做聖善的

榜樣，竭力向他啟示上帝的恩慈，這恩慈能教他脫離罪惡，在勞

苦工作中，加添他力量，在試探和憂愁中，安慰他，最後引他得

到永恆的生命。 

問：你們是否應許呢? 

答：是。 

訓  詞 ........................................................................ 王桂芳牧師 

請聽馬可所寫福音書的話：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門徒便責備那些

人。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

他們；因為在上帝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

受上帝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聖  禮 ...................................................... 佘健誠牧師/王桂芳牧師 

 二零二一年聖誕節主日洗禮新葡芳名： 

沙勉區：彭寶珠、吳愛清、劉素香 

陳俊謙、梁敬慈 

沙奮區：陳銘諾、黃美其、劉詠祈 

 二零二一年聖誕節主日轉會者芳名： 

 沙龍區：郭貝貝 

 吳映君 

 二零二一年聖誕節主日嬰孩洗禮芳名： 

陳琛然（陳俊謙梁敬慈夫婦之子） 

陳萃晞、陳柏熙（陳曉昆吳依玲夫婦之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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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影響洗禮儀式之進行，請各來賓及弟兄姊妹勿離開坐位拍照， 

本堂特設專人為各洗禮者拍照留念。 

 

歡 迎 禮 ........................................................................ 區俊英主席 

 

聖  餐 ...................................................... 佘健誠牧師/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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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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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 
午堂 

鄭韻莉 

王桂芳 
牧師 

祈禱信望愛 
(雅 5:13-18) 

謝駿麒 沙少區 
譚兆恒 

陳錦儀 待定 

26/12 
早堂 

蘇家淳 鄭詠怡 

黃靜雯 林昭苑 
陳少英 

梁秀英 張敏儀 

李仕波 吳泳霞 

午堂 潘玉萍 
謝駿麒 
宣教師 

燃起教會的溫度 
(雅 5:13-18) 

鄭嘉慧 沙宣區 
伍恩君 

甄國文 何健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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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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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 

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 

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 

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沙田堂會友誓約 

1. 我願意保守教會的合一。 

2. 我願意同擔教會的責任。 

3. 我願意參與教會事工。 

4. 我願意支持教會的見證。 

沙田堂信仰守則 

1. 信奉三位一體的真神。 

2. 信仰基督耶穌為贖罪之救主，為教會之基礎；以基督之國，普建

於世為目的。 

3. 接納新舊約聖經為上帝之言，由靈感而成，為吾人信仰及本分無

上之準則。 

4. 承認使徒信經堪以表示正宗教會共信之要道。 

5. 願意經常靈修，熱愛教會，傳揚福音。 

主 禱 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 

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 

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好像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 

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 

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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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救 見 證 
 

沙勉區 彭寶珠 

  小學的時候我就讀一所基督教學校，曾聽過耶穌基督的事蹟，我最開心就

是聖誕節，除了收到聖誕禮物之外，老師會揀選幾位同學上台唱聖誕歌，我是

其中一個被選中的，我覺得基督教的詩歌很好聽，也很喜歡唱，所以我經常返

學校團契，除了可以唱詩歌之外，有得玩、有得食，在那裡很開心，相信從那

時開始福音的種子已經在我的生命裡種下來了，但我對神的認知很少，很多道

理都不明白，只知道有神存在，到底那一位是真神？還在尋覓中，因此我有隨

從父母去廟宇為自己求福的。 

婚後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家裡有設立神位，也有供奉祖先。我終日拼命想

多賺個錢，想家庭生活好過些，還想多賺取幸運錢，故此有賭馬和買六合彩。

日子年復年地過去，兩個女兒都長大出嫁了，她們全家都歸信主，我看見她們

信了耶穌，生活行事為人都很好，讓我對信耶穌的人有很好的印象，她們常常

鼓勵我返教會、信耶穌。有一次我從女兒的手機看見一些中國畫作，我覺得很

美，原來是博康幼稚園的月曆，全部都是家長手繪的畫，我非常喜歡，我很想

學習畫畫。其後我跟博康幼稚園園牧學習中國書畫，學習寫經文，又參加沙勉

區舉辦的旅行，在旅行中認識了牧者，她邀約我們夫婦兩人去飲茶，牧者向我

們傳福音，讓我們認識耶穌基督為世人(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用寶血洗淨

我們的罪，祂的大愛感動了我們，我們夫婦就決志信了耶穌，隨即便將家中的

神位棄掉了。 

之後，我們夫婦返沙田堂崇拜和小組，認識耶穌基督的生平、傳道、施行

神蹟奇事，後來丈夫沒有繼續返崇拜和小組了，但我仍然繼續堅持信仰，學習

認識神，經歷到神的同在。牧者在疫情下天天和我 ZOOM 靈修，栽培我，教我

祈禱、親近主，凡事依靠和交托主，經歷神的恩典。 

感謝神，讓我從小就認識耶穌，祂沒有丟棄我，繼續向我大施慈愛，使我

得著救恩，我願意一生跟隨耶穌直到見主面，我深盼望在天家能與家人一起相

聚好得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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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勉區 吳愛清 

  好開心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信主的喜樂，從前我不認識耶穌的。小時候在鄉

下會常常祭祀祖先的，我信奉傳統的民間信仰。我家境非常貧窮，經常捱餓，

所以心中起了貪念，偷人家的番薯、食物等來吃，做了很多錯事，我又會常常

發脾氣，脾氣很大的，一聽見不合自己心意的說話，就會生氣出口罵人等等…。 

來到香港後，還不認識神的。後來幾個女兒信了主，她們每年的生日願望

就是希望一家信主，認識耶穌的救恩，女兒們和女婿們都很努力鼓勵我和丈夫

返教會。後來，我答應他們待家裝修後，將所有神位都搬走，我便返教會。 

大概兩年幾前，家已重新裝修好，我履行承諾跟女兒返教會，在教會認識

了牧者，牧者教我認字，寫聖經金句，返小組。有一天牧者分享福音給我聽，

讓我知罪、認罪、悔罪、接受耶穌基督的愛，耶穌竟為我的罪捨生流血，被釘

在十字架上，我好感恩，能夠得著救恩，牧者問我是否願意決志信耶穌？就是

這樣我信了主。多謝主差派牧者替我做栽培、又每天與我們網上靈修，讓我認

識耶穌基督更我，我現在的心願就是想認識聖經多一些。 

我信了耶穌之後，我的生命被神的話語教導和改變了，開心了很多，我很

少發脾氣，個人沒有那麼執著，一定要跟著我的意思去做。現在犯了罪懂得向

神求赦免，有擔心時，就懂得向神祈禱，學習交託主，將一切掛慮交給神，祈

禱後我經常感覺到心中好平安。我深盼望日後繼續成長，最希望是所有女兒和

女婿都一起信耶穌，特別是我的丈夫，希望他也願意認識神感謝天父。 

 

沙勉區 劉素香 

我未信主之前，天天供奉地主、天后和父母，擔心祂們沒有得食，所以每

日都會燒香。我常常為很多事情而煩腦和擔心，會擔心丈夫沒有工作、擔心子

女沒有書讀、又擔心子女不能養大等等……。我沒有入學讀書，沒有學識，在

我生命裡兒女就是我的命根，很想他們能夠學業有成，因此為了賺取更多金錢

使她們繼續學業，所以經常加班。 

大概十五年前，鄰居葉婆婆經常鼓勵我返教會，我從未接觸過基督教，有

一天我跟她返了沙田堂，當日的詩歌句句打進我心，使我的煩腦盡除，內心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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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平安；教會真係一個愛的群體，經常有弟兄姊妹的關心和愛護。隨後我一直

返沙田堂，起初牧者在台上講的道理我不太明白，但逐漸認識耶穌基督的大

愛，為我和世人的罪釘在十字架， 我覺得信耶穌真好，祂不但使我煩惱盡除，

還可以使我在生活上依靠祂。感謝神，我信主後沒有再燒香了，只單單敬畏獨

一的真神，在生活上不再擔心了，因為我常常依靠祂，神是我生命的主，我願

意將生命的主權交給祂。 

六年前，丈夫身故，我成為了獨居長者，常感到很寂寞。感謝神，神賜我

有氣有力能夠每個星期返到沙田堂，這在裡感到被愛和有家庭的溫暖，再加上

每星期都有牧者在網上教導真理，讓我認識耶穌更多，間中又有姊妹拿一些飯

餸給我，讓我看見有神的愛和看顧，多謝耶穌。 

 

 陳俊謙 

  在未相信主前，我對死亡有很大的恐懼和疑問，有很長時間都不開心，常

常哭，因為不知道死亡後會往哪裡去。另外，我亦時常發脾氣，不懂得體量別

人，常常出惡言。 

感恩！在小四的時間，我的姨媽邀請我参加她的教會所舉辦的主日學，認

識主耶穌基督。當時有一位牧師告訴我，我之所以有恐懼是因為我有罪，給魔

鬼利用，只要相信主，認罪、悔改，我們就得永生，當時我都不大相信，但是

我都跟隨了牧師的說話去信主及認真悔改，神奇的事情就發生，我的恐懼真是

慢慢消失了！到了中學，在一個佈道會裏，我決了志信主！ 

我信了主耶穌後，衪改變了我很大，我不再怕死亡，而且我變得快樂，主

耶穌基督成了我的光、真理、道路！我不再容易發脾氣，懂得體量別人，對人

有愛。我也很希望未相信主的親友像我一樣能夠認識和相信衪！ 

 

 梁敬慈 

  各位好，我未信主前會因為新挑戰、新環境及未知道的將來充滿恐懼和不

安。當遇到挫敗，我會常常埋怨身邊的人，總覺得自己困於陰暗的角落，十分

灰暗！直到中學時，我入了一所天主教學校，透過學校的宗教堂及學校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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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慢慢地認識主耶穌，知道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及試煉，既然祂為我們死，

只要能誠心祈禱，向主認錯及祈求，一定會有出路。 

我開始禱告，神奇的事情亦真的發生了，我的不安情緒開始消失，沒有了負面

情緒，因此我便決心信主了。 

而自認識了丈夫 Dennis 及他的朋友後，接觸多了基督教而認同感更強，

因而改信了基督教。我信了主後，祂改變了我，我變得快樂，生命多了色彩，

像有了新的生命！感謝主！我認識了主耶穌基督，我也很希望其他仍然未信的

親友能去認識信靠祂。 

 

沙奮區 陳銘諾 

  生於基督教的家庭中，自從母胎之中，就已經在教會中成長。大家都可能

認為從小認識上帝定是滿有祝福和平安，但對我而言卻不是這樣。 

    不知為何，從小到大死亡的概念一直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亦令我非常

害怕。有時候只要看到令我聯想到死亡的事物，都會嚇得我冒出一身冷汗，非

常緊張，因為死亡令我感到無比的不安感和空虛，害怕自己再不能感覺世間上

的事物，是何等的空虛。小時候的我就一直與這種驚恐感覺成長…… 

    直到中學的時候，兒時的玩伴帶領下來到了沙田堂。起初的時候還是覺得

只是有著與由母胎而來一樣的信仰及朋友的陪伴，每星期都會開開心心返教

會，在朋友的慫恿下，未有真正想清楚的我決了人生第一個志，還是有點兒戲。

但在後來一直返教會，不斷去接觸和思考這信仰，我感覺到上帝填補了我心中

的缺失，我的驚恐感覺亦開始慢慢的緩和。 

到了某一年營會之中，在敬拜的時候，我深深感受到一股從上帝的暖流從

頭到腳澆灌了我全身，我感受到從來沒有的感動和平安在我心中。我知道這是

神給我的印記，告訴我祂是我生命中的主，祂愛我，祂會領我走出我一切的恐

懼和憂患，只要我願意。於是，我做了人生最重要的決定，在這次敬拜中我真

正地決志歸信於我主。 

在這一年我戰勝了我的懶惰和軟弱，決定要在眾人面前決意一生跟隨我

主，與主耶穌確立關係，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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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奮區 黃美其 

  出世不久，我便與父母和哥哥分開居住，我是由婆婆、姨媽姨丈，舅父舅

母等等親戚撫養的，大概兩年就轉一次居住環境，父母間中也會來探望我。自

我懂事以來，我就覺得他們把我當球般踢來踢去，所以當時的我，已經打從心

底裏的恨他們，我恨他們拋下我，我恨他們沒有給我完整的家，我恨他們毀了

我的童年。從小，我對他們的印象都很負面，我曾在人前不認我的媽媽，亦會

咒罵他們不懂當人父母。兒時的我，從沒有真正的快樂，內心常常處於不安和

懼怕的狀態。 

到 10 歲那年，父母把我接回家居住，我對「真正的家」沒有半點期待，

現實和我想像一樣，父母的關係很差，時常因小事而吵架，更令我覺得這世上

根本沒有愛，信主前的我，是個內心封閉和苦毒的人，曾想像將來如何報復我

的父母。 

我跟爸爸居住不久，他就過世了，這件事以後，加劇我對人生負面的看法。

就在那時，我認識了學校的團契，當時的導師跟我講耶穌，解釋耶穌的愛，我

當時不信如此「離地」的愛，所謂「愛」離我很遙遠，但我仍然會去團契，起

初，我只是坐下靜靜的聽，漸漸地，耶穌鬆了我心裏的硬土，開始接受導師的

關心和祈禱，我也嘗試將我的愁煩交給主，我相信神真實的存在，我便決志信

了主。 

信主的初期，我的心甚是憂傷，因為兒時的回憶常常侵蝕我，神亦讓我看

見自己的罪：仇恨、苦毒和負面，但神常常透過詩歌跟我說話，他安慰我，正

如詩篇 51篇 17節「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

不輕看。」 

神醫治我的心，使我重新得到真正的平安，不再活在從前的惶恐和懼怕之

下。神的光亦帶我走出了黑暗，解開了我多年被家人所捆綁的心結，對於從前

的事也釋懷了許多，我原諒了我的父母，我嘗試與媽媽多溝通，照顧她的需要，

讓她的心也舒暢，這就是神讓我學懂愛人的功課，同時也要學習自愛和被愛，

其實神的愛是如此的「貼地」。我感謝神教我以另一個眼光看世界，不再聚焦

於自身的經歷中，我相信神的帶領，也是掌管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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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洗禮，就是想見證和榮耀神，這見證成為我信仰的根基，讓我能回望

神陪我走過的路和他給我的恩典，我感謝神個給我的經歷堅固了我的信仰，我

希望我家人也能經歷神的愛，相信主耶穌，阿門。 

 

沙奮區 劉詠祈 

因著洗禮的緣故，給予了一個機會讓我重新思想起我決志信主的歷程。生

於基督教家庭的我，從小到大都接獲信仰，從跟父母上兒童主日學，到小組團

契，二十多年來可以說是毫無間斷。但我的信仰並沒有因此而扎實，只是對別

人期望的一種實踐。 

在家中作幼女的我，從小對自己沒有太大的自信心，亦曾經歷小時候被同

學排斥，明白要有朋友就必須學會「埋堆」，就一直以兌現別人的期望換取目

光和注視，亦非常看重別人怎樣看我。你喜歡什麼我就喜歡什麼；你想我是這

樣我就變成這樣，這方式一直都很有效，亦慢慢為我帶來很多朋友。在信仰之

中，更是因為父母和教友的期望而番教會。但隨著時間慢慢過去，發覺我跟本

不認識自己。為迎合不同人的需要，在不同群體中展現不同的面具，我甚至會

很怕不同群體的朋友互相認識而發現我不同的樣貌。這事一方面令我對事邊的

所有都缺乏安全感，覺得終有一天大家會發現我只是一個戲子而離我而去；另

一方面又發覺自己不斷迎合別人，沒有一種自己的性格，甚至連自己喜愛什麼

我也不知道。 

在處於一個對自己的認識一片空白時，天父透過詩歌告訴我，在我都不看

清自己的時候，祂就是連我的頭髮也數過，祂是最了解我的一位，我的軟弱在

祂手中變得剛強。在一次聽道默想的時候，天父更讓我知道，即使我是如此的

不完美，主仍為我釘死在十架上，為的就是愛。我亦不必再去追逐身邊的人給

予我愛，因為上帝已無條件地愛著我。這份愛讓我決意以一生作回應，一生追

隨主的道，不再為討人的喜悅，而是討神的喜悅。 

現在的我還是會「埋堆」，亦喜歡與不同的人作朋友，但我的目光已不再

是為討他們的喜悅。神亦帶領我認識自己，學習愛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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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會見證： 

沙龍區 郭貝貝 

  本人郭貝貝， 中學重讀中五時候開始返沙田堂，我還帶我的外婆一齊返，

當時我的外婆愛主比我更深， 而且沙田堂的姊妹都很愛她，直到她回天家。 

但後來返了另外一間教會， 在這間教會中，有返崇拜和小組，還洗了禮。 

但是沒有家的感覺。在我最需要關心的時候，沙田堂的姊妹總會在我身邊鼓勵

我關心我。 

我一直都有和沙田堂的弟兄姊妹聯絡，有時都會返沙田堂的小組，小組中

的弟兄姊妹給我鼓勵和關心， 好有家的感覺。所以決定重回沙田堂做我的家。 

特別在我生命成長中，困難的時候，生離死別，沙田堂弟兄姐妹都在我身

邊陪伴支持我，而且好著緊我。 

生命和靈命要不斷進步，順服主，求主改變我，成為祂的泥土，求主陶造

我成為祂的器皿，將神的愛傳給其他人。在沙田堂中我不斷成長，愛沙田堂的

弟兄姊妹，在星期五祈禱會中學習很多，互相關心代求祈禱守望，在神的愛中

成長進步更新變化。求聖靈充滿我，因為靠自己不能作什麼。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

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 4:6 (和合本) 

 

 吳映君 

  我生長在一個基督教的家庭，當我仍是孩童時，父母安排我領受了嬰孩洗

禮，隨後一直有返教會的兒童主日學，因此自小也深信天父創造宇宙萬物，祂

愛我差遣主耶穌降世為我捨己，被釘死十字架，三日後復活、升天，天父愛聽

我們禱告，所以我常常禱告。 

    11 歲那年，我離開香港，移民去了英國。在英國初期，父母仍有安排我

和弟妹上當地教會的主日學，在那裡雖然言語不通，但我很喜歡在教會敬拜上

主，並會學唱一些英文的兒童聖詩。但一年後，由於我們搬家，就停了主日學。

直至 16 歲，在一位姊妹帶領下，使我清楚確認信仰，接受耶穌基督為我個人

生命的主和救主。兩年後，我在荷蘭工作時參加一個春令會蒙主呼召，我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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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願意奉獻一生事奉主。於 1980 年聖誕在倫敦中華基督教會的陳牧師為我

施浸，加入其教會。 

    為裝備我事奉主，1981 年我被香港長洲建道神學院取錄接受 4 年的神學

訓練，於 1985 年畢業後隨即蒙接納受聘為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的首位女宣教

師，與劉世增牧師，各執事和弟兄姊妹一同事奉主。在沙田堂事奉幾年期間，

弟兄姊妹一同與我經歷了我另兩件人生大事，就是與陳祖輝弟兄結為夫婦及為

母親的身份！我視沙田堂為我屬靈的家。就算我於 1989 年底離職陪丈夫回美

進修，我仍與弟兄姊妹保持聯繫。每次我或家人回港探親時，總會回來沙田堂

敬拜和弟兄姊妹聚會和交通。 

    天父在我身上有奇妙的帶領，在英國期間我們帶職事奉，丈夫在當地大學

畢業後，於 1997年蒙主開路去美國加州洛杉磯工作，我們一家就在那裡生活，

到步不久就遇上一位在英國時認識的姊妹。她是當地浸信會救恩堂的師母，就

這樣天父為我們預備了教會，並於 1999 年轉會加入其中，在當中我參與主日

學教導和堂委的事奉，更在 2011年按立為執事。 

    2012 年中，我大妹妹的癌病惡化，聖靈催促我，做了辭退工作決定，和

終止在洛杉磯住所的租約，返回英國支援家人照顧和陪伴妹妹，妹妹於 2013

年初安息主懷。妹妹離世後，在我禱告等候指引是否留在英國或返回美國之

時，天父藉羅偉真執事聯絡我有關李沛基醫生需要一位全職事奉者，主要關懷

其診所的癌症病人，那時丈夫剛回港探望他的媽媽，我經禱告和印證之後於

2013年十月回來了香港，在安源腫瘤中心事奉。回港初期因週末要陪伴奶奶，

我們就在她居所附近的中華基督教會基道旺角堂聚會，但仍會每月一兩次回沙

田堂，直至 2016 年，我們夫婦便恆常在沙田堂聚會，我在沙乃區也有與部份

姊妹一起查經，我很喜歡和享受在當中與姊妹們在主話語的教導和分享！我在

沙田堂已聚會了好幾年，應該是時候轉會加入成為沙田堂一個會友，希望能繼

續與大家學習，在愛中一起事奉三一真神，一起建立基督的身分，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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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關懷大使 

關顧新朋友行動（新人組）： 

目標： 

1. 期望透過四次新人組聚會*，讓參加崇拜的新朋友能進入到合適的群體及教會的成長系 

統；                            網上報名： 

2. 幫助他們簡單認識沙田堂及了解成長系統；          

3. 幫助他們與弟兄姊妹結連； 

4. 未信者可以有簡單信仰認識 

新人組的負責人：教牧同工與關懷大使 

關懷大使：信主，有心關顧新朋友的弟兄姊妹 

職責：與同工配搭，以下職責按事奉者能力及熟習度參與   https://bit.ly/3q0wk7U 

1. 帶領分享 

2. 經文分享 

3. 為新朋友祈禱 

4. 崇拜前後關心 

5. 每次開。新人組之間短訊或電話關心一次 

6. 每次見面為新朋友祈禱 

裝備：訓練內容：如何帶領新人組的內容、關顧新人及禱告 

2022 年 20/1(四)、27/1(四) 晚上 8:00，在親子室舉行。 

報名方法：可向區牧或在到接待處報名 

取錄：報名後，須與負責的牧者見面分享，經她們同意後，方能參與服侍 

查詢：王桂芳牧師、鄭詠怡宣教師、呂彩嫺宣教師 

截止日期：9/1/2022(日) 

*新人組聚會安排： 

 日期（2022 年） 聚會時間 負責人 

周六午堂 待定 待定 謝駿麒宣教師及 

關懷大使 

周日早堂 20/2、27/2、6/3、13/3 周日早堂前

8:30-9:00 

呂彩嫺宣教師及 

關懷大使 

周日午堂 20/2、27/2、6/3、13/3 周日午堂前 

10:15-10:45 

王桂芳牧師及 

關懷大使 

https://bit.ly/3q0wk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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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b.gy/izkbq3 

https://rb.gy/izkb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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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後拍照位置安排 
 
 

一樓禮堂 
 

講台 
 

 
(勉)彭寶珠  (勉)吳愛清 

 

 
(勉)劉素香  吳映君 

 

 
(靖)陳萃晞、陳柏熙  

陳俊謙、梁敬慈 

陳琛然 

 

 
(龍)郭貝貝   

 

 
 
 
 
 

  地下操場   

 
(奮) 陳銘諾  (奮) 黃美其 

 

 

(奮) 劉詠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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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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