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二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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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願您幸福                                           鄧穎頤宣教師 
今期封面文章編定的主題是「婚姻」。很雀躍，因壓根兒的牧養關注是想弟兄姊妹幸福，

於是很貪心，希望從輔導、信仰、時代曲中都有一點探索、一點共想。 

回想昔日情竇初開、青春少艾之時，都會幻想婚姻是一件多麼羅曼蒂克、多麼刺激又甜

蜜的美好時光… 但實情是，兩個不同又不完美的人走在一起生活，是真正的愛「他者」的生
命考驗和真正愛「人」的實踐。「婚姻中 69%問題是解決不了的」，這句出自著名臨床心理

學家的研究結論，對筆者來說是福音。意思是即或關係良好的夫妻關係中，有些問題是真的

解決不了的，譬如一方是急性子、一方是慢吞吞，真的不要奢望改變 /「根治」對方；或者

雙方的原生家庭氛圍都不見得有一蹴而就的解決方案。出路是：改變自己的心態和眼光，接

受「問題」、與之(和諧)共存。基督徒兩性關係專家黃維仁博士在其<親密之旅>的課程中強

調夫婦有 3大活在愛中的祕訣，值得參考。第一個活在愛中的祕訣：有效地處理差異和衝突。
「差異」(性別上、性格上、源自教育/原生家庭等等)及「衝突」是關係中必定發生的，關鍵

是要主動學習如何面對和處理，若是如此，差異和衝突便不是甚麼招駕不住的洪水猛獸，而

是更豐富彼此生命、可以是美好的 input。第二個活在愛中的祕訣：刻意地經營友情。這點
不用多闡釋，重點在於「刻意地」，即要「比心機」、額外付上努力和時間。第三個活在愛

中的祕訣：發展健全的真我。要成就一段美好的婚姻，關鍵是自己(不是對方)。自己先要成

長、自己健康了強壯了懂得愛了，自然會為關係帶來變化。 
「神就是愛」(約壹四 8)，我們知道。愛篇(林前十三 4~8)，我們都知道 (當然，林前主

要強調愛是恩賜，特別其在教會群體中的重要性和實踐向度，而非在婚姻語境)。以下想從上

帝本身的屬性去思想「愛」。誠然，我們的上帝有著豐富全備的屬性：偉大、聖潔、榮耀、
公義、信實、尊貴、全能、自有永有、永活、智慧不可測度… 其中最扣人心弦的是慈愛。上

主的慈愛貫穿聖經新舊兩約，即或以色列民如何多次多方橫梗悖逆、甚至離棄上主，上主仍

然給予回轉悔改的機會；到新約時期，聖子耶穌基督甚至親自來尋找迷羊、完成救贖工程。
十架上所彰顯的，不單是犧牲自己、捨身付出的愛，更是一份對人從心底無條件接納的愛。

當我們還軟弱、還是罪人的時候，基督卻為我們死(羅五 6~8)，祂沒有要求我們要先變好、

變得像樣才愛我們，祂清楚知道我們軟弱有罪的本相，但仍舊愛我們。若然我們以上主的愛
去愛我們的伴侶，出現的圖畫會是：丈夫、太太在日常相處中多給「犯錯」的對方機會、也

願意更接納丈夫、太太(和自己)不完美的本相，愛著根本就不會完美的對方。 

最後，有時時代曲也唱出愛的點滴精髓。謝謝歌手呂爵安和填詞人黃偉文，讓我們知道
Apple Pie 旁邊的雪糕球叫 à la mode。雪糕球就是永遠陪伴著蘋果批，『always on your 

side, always by your side』，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會陪伴在旁。大概我們在關係中最需要

的就是配偶無條件的陪伴、支持；心聲被他聆聽、經歷被他了解。 
今個星期是聖誕節，神是愛，主耶穌是因上主愛我們而生。祈願我們在主裡都更懂得愛、

也更知道自己被主深深地愛著。願您幸福、聖誕快樂、耶穌愛您！ 

職場事工顧問： 
堂 主 任： 

張大華牧師 
佘健誠牧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沙綠區) 

宣 教 師： 呂彩嫺宣教師(沙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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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區) 
 陳智衡牧師 鄭嘉慧宣教師(沙少區、沙約區、沙泉區、 

執    事： 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 沙旺區、沙綠區) 

 司徒麗燕執事、林偉漢執事、莫苑萍執事 
鄧穎頤宣教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 
      沙綠區) 

行政助理： 李韋德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沙奮區) 
行政同工： 蔡碧翠、蔡榮欣  工    友： 張嘉輝、關自力、袁麗兒、李宗翰 



 

 
 

                  

                    崇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鄭韻莉 / 蘇家淳 / 潘玉萍 

 

讀  經                   雅 5:13-18 / 雅 5:13-18 / 雅 5:13-18 

 

宣  道         啟動教會的發電機 / 啟動教會的發電機 / 燃起教會的溫度 

 

講 員             王桂芳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謝駿麒宣教師 

 

奉  獻               禱告的力量 /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 把冷漠變成愛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佘健誠牧師 

 

                   彼此問安 / 一同執拾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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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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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教會的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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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冠業 陳詠儀 
沈喜芝 

伍恩君 

陳慧絲 甄國文 何健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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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午堂 

陳上言 

佘健誠 
牧師 

共建生命連結、 
踐行時代真道 

(弗 4:1-3) 

鄭嘉慧 沙奮區 

陳錦儀 

朱銘珊 胡喬茵 

2/1 
早堂 

陳文豪 謝駿麒 

陳振庭 林麗華 
梁增鉅 

羅偉真 

黎燕妮 何梓峯 林麗華 

午堂 鄭嘉慧 鄧穎頤 

吳澤甜 姜群歡   
曾美玲 

何錦培 

林峻廷 朱慕賢 江樹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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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大會將於 16/1/2022（主日）早上 11:30 後於沙田培英中學一樓學生活
動中心舉行。當日之週日午堂崇拜將提早於上午十時正舉行，而週日早堂時
間及地點不變。因疫情緣故，沙田培英中學規定不可在校內進行飲食，故今
次會友大會將不會提供飲品和麵包，敬請留意。請各會友於今天崇拜後到招
待處索取會友大會通知信和資料，餘下的通知信和資料將於下星期二郵寄給
弟兄姊妹，請各位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3. 呂彩嫺宣教師因身體不適，血壓仍然偏高，病假由 11/12-26/12，請大家在禱
告中記念。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購堂專訊 

我們既是沙田堂的人，深願大家一起參與上帝在教會的工作，透過關心、奉獻和代禱，經歷
主的大能，同在和恩典！ 

(一)認獻情況： 

在弟兄姊妹多年的努力下，我們的購堂認獻已去到已去到 1200 萬的 88%，十分感恩。 

(二)奉獻：                                          網上奉獻： 
教會購堂認獻方法：可取實體取認獻表格外，更可以網上填表。 

(三)每天花 5-10 分鐘，為購堂事工禱告：              
1. 為弟兄姊妹對購堂事工投入的信心和參與禱告。 
2. 為弟兄姊妹能擁抱教會（沙田堂）禱告。 
3. 為新地方服侍的方向禱告，求主顯明祂的心意。 
4. 求上主為沙田堂預備合適的新地方禱告。 
5. 求購堂籌得足夠的奉獻。 

 https://bit.ly/3zcHoS9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When I think upon Christmas 

Word and Music By Aodhan King, Renee Sieff & Ben Tan Coypright By Hillsong Worship 

1. When I think upon Christmas Words can’t express 

How our Father in heaven Has sent us His best 

To be born in a manger The king in the hay 

And creation will worship His Name 

*1. For the joy of the world He was born  

Bringing peace to us all 

Through the gift of the Son  

Now the darkest of ages are done 

For the Saviour of heaven has come 

2. When I think upon Jesus the King of all days 

I can't help but respond with an offering of praise 

With an offering of praise Like the wise men and shepherds  
I'll follow Your light Like the angels I’ll lift Your Name high 

*2. For the joy of the world You were born  

Bringing peace to us all 

Through the gift of Your Love  

Now the darkest of ages are done 

For the Saviour of heaven has come 

3. Now I look back in reverence To that holy night 

For the God of the heavens Had us on His mind 

Let us sing of His glory Rejoice in His Name 

Oh Emmanuel with us always 

And forever His kingdom will regin 

1.當我想起聖誕節 言語無法表達 

  我們的天父是如何將 衪最好的送給我們 

  生於馬槽 躺在乾草上的王 

受造的一切將敬拜祂的名 

*為了這世界的喜樂 衪出生了 

為了帶給我們所有人平安 

藉著祢的愛子，這份禮物 

現在最黑暗的時代已經結束 

因為我們的救主來了* 

2.當我想起耶穌 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王 

  我忍不住回應 只想用讚美獻祭 

  只想用讚美獻祭 就像博士和牧羊人 

  我會跟隨祢的光 像那些天使一樣高舉祢的名 

  *為了這世界的喜樂 衪出生了 

為了帶給我們所有人平安 

藉著祢的愛 這份禮物 

現在最黑暗的時代已經結束 

因為我們的救主來了* 

3.當我以敬重的心回想 那個神聖的晚上 

  天上的神 在想著我們 

  讓我們歌頌祂的榮耀 因祂的名喜樂 

  以馬內利 常與我們同在 

  祂的國將永遠掌權 

以馬內利 
曲、詞：游智婷 版權讚美之泉所有 

以馬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 榮美君王 我心向祢歌唱  

以馬內利 風雨中有盼望 榮耀同在 平靜安詳  

副歌 1：榮耀榮耀榮耀 榮耀榮耀榮耀 祢的大能無人能及 

聖哉聖哉聖哉 聖哉聖哉聖哉 暴風雨中單單仰望祢 

副歌 2：榮耀榮耀榮耀 榮耀榮耀榮耀 祢的榮美無人能及 

聖哉聖哉聖哉 聖哉聖哉聖哉 榮耀光中單單仰望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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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的力量 
詞、曲：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以禱告播下救恩的種子 以淚水澆灌心靈的深處 

神的靈使軟弱的心變得剛強 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穌這磐石上 

副歌：禱告的力量 時間可以證明 改變的大能 在耶穌基督裡 

獻上馨香之祭 直達到祢寶座前因祢信實 祢必垂聽每個呼求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耶穌祢配得至聖尊榮 
曲：Chris Bowater詩集：讚之歌 5，15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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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曲：Chris Bowater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耶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跪下在祢面前來敬拜 

耶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也承認祢是主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懇求聖靈指教我 耶穌基督是主 

親愛的聖靈 
詩歌集：讚之歌 4，15首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親愛的聖靈 再次觸摸我 

祢大能充滿我 滿足我需要 

只有祢可醫治我 可一生都堅固我 

親愛的聖靈 再次觸摸我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曲、詞：霍志鵬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者使團所有 

在這遍乾旱土地 沒有豐足的收穫 

願祢察看施憐憫 賜春雨滋潤大地 

是祢永看顧的恩義 叫我眾永不驚惶 

現我以信心回應 獻上迫切的禱告 

副歌：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藉已成就的禱告 讓我開始認識主大能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像戰士激發熱心 

顯明祢是獨一的主 是祢永遠作王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歡欣 

曲、詞：Henry Smith  中文譯：凌東成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歡欣心裡感謝神 歌唱歸於聖父 讚頌祢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 (×2)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 主的豐盛滿一生 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 (×2) 

讚美 

高唱入雲 
曲、詞：西伯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同唱主恩深厚 哈利路亞 崇拜完備的主 歌聲高唱入雲 

當這世界仍是冷漠 基督降世捨身 使我們從罪裡得生 

副歌：我願頌揚跪拜祢 歌聲高唱入雲 舉起手來頌讚祢 歡呼主愛大能 

主啊 祢是我詩歌 主啊 祢是我盾牌 主啊 祢是我今生不變主宰 感謝祢 

祢是榮耀君王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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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詞、曲：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宇宙的中心 耶穌 世界的中心 耶穌 

萬物都本於祢 屬於祢 歸於祢 祢是榮耀君王 

副歌：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渴望看見祢的彰顯 

呼求祢來翻轉 震動這土地 復興我們聖潔的熱情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同心高舉祢聖潔的名 

呼求天窗打開春雨不停息 我們呼喊歡迎君王降臨 

**大大張口 大大充滿 恩膏如雨 澆灌這地 

眼未看見 耳未聽見 渴慕更多看見祢的榮面** 

全然為祢 
詞、曲：施弘美 版權屬生命河靈糧堂所有 

我的眼光和心思 單單注視祢 喔 耶穌 隨著祢心律動 甜蜜的靈來充滿我 

放下為自己抓住的 放手交給祢 我的主 我願使祢歡喜 對祢的愛不斷湧流 

副歌：我生命氣息全然為祢 如同香膏傾倒 無悔地付出 只願祢心得滿足 

我生命氣息全然為祢 如同香膏傾倒 全心來獻上 最深刻真摯的愛 

把冷漠變成愛 
詞：萬美蘭、曲：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麗的事物迷惑 

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紛雜的世俗綁鎖 

分些關懷給角落中受傷的靈魂 分些愛給那些不起眼的面孔 

以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你身邊的人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以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這世界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週六午堂、週日早堂) 

講員：王桂芳牧師 

講題：啟動教會的發電機 

經文：雅各書 5:13-18 

13.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 

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為他禱告。 

15.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

大有功效的。 

17.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

不下在地上。 

18. 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 

引言： 

（一） 愛心的禱告 

（二） 信心的禱告 

問題討論： 

1. 你如何啟動你這發電機呢？ 

2. 當你面對困苦或患病時，你如何藉禱告經驗主的愛呢？ 

3. 你如何實踐「彼此認罪，互相代求」呢？ 

4. 你如何實踐信心的禱告，經歷禱告的力量呢？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週六午堂、週日早堂) 

講題： 啟動教會的發電機 講員： 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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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週日午堂) 

講員：謝駿麒宣教師 

講題：燃起教會的溫度 

經文：雅各書 5:13-18 

13.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 

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為他禱告。 

15.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

大有功效的。 

17.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

不下在地上。 

18. 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週日午堂) 

講題： 燃起教會的溫度 講員： 謝駿麒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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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讚美主！從歲首都年終，上帝一直和不斷看顧著弟兄姊妹和家人，

求聖靈充滿他們，更多經歷主的同在，幫助他們更多與主親密連繫，生
命被煉淨和更新，更深經歷主的愛和恩典，以祂的十字架犧牲的愛，堅
持不捨的愛，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實踐主給他們的誡命和使命！ 

2. 求聖靈充滿教會，啟動教會的發電機，主激勵弟兄姊妹合一地、火熱地、
奮力地為教會禱告，並能實踐「彼此認罪，互相代求」，經歷主的愛和弟
兄姊妹的關心，並能實踐信心的禱告，經歷禱告的力量，體驗主的大能！ 

3. 求主帶領弟兄姊妹能安靜在主面前，回顧和前瞻生命的歷程，能定下新
一年的成長目標，向著標竿直跑，活出召命！ 

4. 教會計劃於明年多加關顧新人，現招募關懷大使，求主激勵弟兄姊她參
加，祝福新人能投入教會生活！ 

5. 請為 12 月 31 日年終感恩分享會代禱，求主激勵弟兄姊妹參加，讓他們
一起數算上主的恩典和愛，彼此禱告祝福和守望。 

博康幼稚園： 
 25/12 至 28/12 為教職員假期，求上帝給予各人有好好的休息，元旦後

6/1-8/1 為 2022 年度新生註冊日，求上帝給予她們有足夠的學生，繼續
維持學校運作。 

太陽家庭： 
 他們一家已搬到新的城市居住和服侍，求主賜他們健康的身心靈，有好

的適應，星仔於新校園生活能過得喜樂和平安。天城貨幣不斷貶值，物
價高漲，天城人處於一片愁雲慘霧及對未來充滿憂慮及恐懼中，求主幫
助太陽和月亮既能明白他們的心情，又能把盼望與他們分享。他們需要
申請新簽證，求主保受過程順利，加力給太陽，又祝福他們可以順利取
得兩年居留期。在 A 城尋找到當得平安的 POP (和平之子)，求主預備！ 

同工： 

 請禱告記念呂彩嫺宣教師近日血壓非常高，醫生正重新調教藥物，服後
有少許暈眩、心跳加速，頭昏腦漲，求主憐憫，使她血壓早日調適好，並
賜她甜睡。 

肢體： 

1. 請為沙勉區簡玉娟姊妹的妹妹 (玉芬) 代禱，她現住挪威，最近確診新冠
肺炎，未能入院接受治療，只可在家隔離，沒有藥吃，身體虛弱和氣促，
求主醫治保護她，賜她平安和健壯的身心靈，能早日康復，並常常向主
呼求，更多認識主，經歷主的恩典和愛，早日信靠主！ 

2. 請為黃國健弟兄代禱，他最近因免疫力低，他的口腔和舌頭發炎，現在
吞口水都感覺很痛楚，求主祝福醫治他，求主保守醫生開給他的藥能見
效，醫治他身體和心靈，經歷主恩！ 

香港： 

 新冠肺炎變種病毒株 Omicron 肆虐全球，現香港有社區確診者，請為政
府實行防疫和抗疫的措施代禱，求主賜他們智慧和果斷的決定，市民能
同心參與，求主保護香港人，身心靈堅壯和安穩。 



 

沙田堂第一季裝備站課程 

TH101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                                          網上報名 : 

日期：7、14/1/2022(逢星期五)                    

時間：晚上 8:00-10:00                                

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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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22（主日）                       https://bit.ly/3I41ZxC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１ 7/1 佘健誠 認識教會  

２ 14/1 佘健誠 認識聖禮  

３ 16/1 

 

 

交得救見證 

洗禮申請表 

會友誓章 

 待定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5/6  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資格或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及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和完成信徒生活課程，申請轉會禮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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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堂授課時間：2小時） 

2. 這兩堂必須完全出席（包括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3. 要完成指定的功課，如得救見證等 

嬰孩洗禮 

若有肢體想在 2022 年 6 月 5 日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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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健誠牧師                

日期：9/1/2022(日)                    

時間：週日午堂後 

地點：培英中學課室                                 https://bit.ly/3rqqv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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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22(日) 

日期更新 
把握報名 

https://bit.ly/3I41ZxC
https://bit.ly/3rqqv5U


 

四層查經法 

簡介：基督徒查經團契(簡稱 CCF International)是一個非營利的基督教機構，於 2002

年正式成立，辦公室設於美國德州布蘭諾市。本團契主要是以基督徒為事奉的對象，藉

著深入地查考神的話語，幫助信徒靈命成長，與神的關係得以進深，並且裝備訓練他們

回到教會或社區中事奉。除了成人班之外，本團契也提供學齡前兒童課程與兒童/青少

年課程，教導組員的孩子們認識主耶穌的愛與真理。四層查經法是讓組員們在一週中經

由四種不同的方式來學習同一段的聖經經文，使神的話語更能深入紮根。 

目的：以路得記作為學習教材，期望完成訓練後能掌握如何運用及能傳承。同時學員能

透過修畢課程後的實習(第二季舉辦)能學習在各場合帶領查經。 

講員：陳弟兄 

日期：28/1、11/2、18/2、25/2、4/3、11/3 (共 6堂) (逢星期五) 

時間：7:30pm-9:30pm (每堂 2小時)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實體）或 zoom（網課）網上授課不設重溫 

收費：$20                                        網上報名 : 

人數：8-15人 

截止日期：14/1/2022 

                                     https://bit.ly/31IaOMM 

 

 

 

 
 
 
 
 
 
 
 
 
 
 
 
 
 
 
 
 
 
 
 
 
 
 
 
 
 
 
 
 
 

https://bit.ly/31IaO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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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b.gy/izkbq3 

https://rb.gy/izkbq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