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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細語               啓動教會的發電機              王桂芳牧師 

執筆時，主提醒我寫這主題，因這是祂的心意。這主題同樣是我於去年最
後一篇講道的主題，這是主給的。最初都不大明白，後來才知道十九世紀英國
的「講道王子」(他講道激勵和建立生命)—司布真牧師帶領到訪人士去參觀教
會的發電廠。他帶領到訪者到地下室觀看，看見有七百人正跪著禱告，祈求上
主賜福予即將在樓上舉行的敬拜。司布真把他牧會的成功，歸因於那一群「禱
告的勇士」。他承認，倘若沒有這批肯付時間、肯付代價的門徒在背後代禱，
他的工作就沒有那麼大的進展，所以他非常看重會眾的禱告！這些代禱者就如
發電機，成為生命的動力、教會的動力。他們與神親密連繫，被聖靈充滿，帶
動他們禱告，為牧者和領袖守望和為教會祈禱，經歷主的復興！深盼沙田堂也
有這些代禱者！求主成就！ 
  啟動教會的發電機要從個人生命開始，要與神與人連繫。雅各提醒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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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5:16）我們在神家中不是表面的交往，講講近況而
已。而是深入相交，可以坦誠分享自己的軟弱和難處，甚至所犯的罪，能夠承
認，甚至彼此認罪：這表達自己悔改的決心，不讓罪轄制我們的生命，並能彼
此接納寬恕！除了認罪外，能夠彼此代禱守望同行，靠主得勝罪惡，更深入經
歷主醫治我們的身、心靈，經歷主賜恩加力去遵行神的旨意！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義人乃是全心全意順服神，真誠
尋求和行祂旨意的人。當我們順服主，就能按主的心意祈禱，那祈禱便能對己，
對人和對環境產生果效。這不是著眼於祈禱的結果，而是在過程中以主賜的智
慧和眼光看人事和世情。在過程中與主更親近，更明白主的心腸，更有信心去
祈求主的旨意成就、得著主的啓示，經歷主的同在和大能！ 

在疫情中和社會的事件中，甚至遇上的難處和犯罪時，你的祈禱生活有沒
有改變呢？感恩主寬容我們，給我們機會可以重新出發，求主啓動我們這一台
台的發電機，成為代禱者，發動能源！求主激勵我們為自己，為家庭、教會、
職場和社區等，奮力禱告，經歷神國的彰顯！ 
  求主給我們更大和更多屬靈的渴慕，不滿足和不滿意現狀，主應許「你要
大大張口，我就給你充滿！」詩篇 81：10，求聖靈大大澆灌我們，激發我們禱
告的心，經歷不一樣的 2022年，經歷主的豐盛和復興！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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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餐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連皓晴 / 盧俊傑 / 陳家能 

 

成人及兒童聖餐(日午)                  佘健誠牧師 

 

讀  經                           哥林多前書 1:10-31 

 

宣  道                             誰偷走了教會？ 

 

講 員                       謝駿麒宣教師 

 

奉  獻                                從心合一 

 

聖  餐(六午及日早)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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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襄禮 
招待/ 

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8/1 
午堂 

連皓晴 

謝駿麒 
宣教師 

誰偷走了教
會？ 

(林前 1:10-
31) 

謝駿麒 

佘健誠 

沙 TY 區 

沈沛 

鄭詠怡 呂彩嫺 杜穗菁 黎碧筠 

9/1 
早堂 

盧俊傑 鄭詠怡 

王桂芳 
陳振庭 林麗華 

梁增鉅 
林德瑩 

呂彩嫺 鄧穎頤 
羅偉真 

李仕波 吳泳霞 張敏儀 

午堂 陳家能 鄭嘉慧 

佘健誠 

沙旺區 

伍恩君 

鄭嘉慧 鄭詠怡 
莫苑萍 

藍銳凌 高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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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午堂 

連皓晴、
鄭韻莉 

張大華 
牧師 

自由題 

鄧穎頤 沙少區 

譚兆恒 

黃國誠 待定 

16/1 
早堂 

鄭嘉慧 鄭詠怡 

袁海梅 黃靜仁 
黃麗𣶼 

羅偉真 

陳偉業 劉詠思 黃麗𣶼 

午堂 何啟康 謝駿麒 

鄭貴田 藍銳凌 
沈喜芝 

羅偉成 

張博文 黃素心 林煒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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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當天沙苗
區小天地暫停一次，其他班別如常進行。 

3. 溫馨提示：請弟兄姊妹填寫支票奉獻時，留意填寫年份是 2022
年。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防疫措施： 

近日香港疫情肆虐，香港特區政府收緊防疫條例，但本堂聚會暫時仍然正常進行，

請弟兄姊妹出入小心，若回來教會聚會，請留意自己身體狀況，若感到不適，請

留在家中休息或參與本堂網上崇拜，敬請留意。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要吶喊要頌揚 

曲：Darlene Zschech 中文譯：黎展鳴、HKACM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在世間 萬有中 哪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 竭力頌揚 主的愛是奇妙莫大 

是我主 是救主 作我安穩庇護所 

我若尚存 一息生氣 也要定意敬拜祢 

副歌：獻上頌讚 要吶喊 要頌揚 各處頌讚 眾山歡呼發響 

遍野萬里也和應叫嚷 眾海呼喊 傳揚上主 

跳躍和唱 要述說 祢權能 願永愛著祢 我這生不變更 

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及祢 

以賽亞書 60 
曲、詞：李漫渟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縱有黑暗遮蓋大地 或有幽暗遮蓋萬民 

眾海島必等侯祢 山嶺泉水渴慕祢 

*祢的牆為拯救 祢的門為讚美 願眾子今被顯現 (X2)* 

副歌：祢榮耀出現照耀我 日月的光不再退縮 願我腳踏之處 

充滿祢至聖榮耀 願世間看見 祢獨一真愛 

**尋回我心渴想 尋回祢心旨意 盼這世代找到答案** 

同載同在 
曲、詞：朱肇階、李俊霆、林倩薇、陳雅媛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1.若是謙卑 降服於主的腳前 

或是破碎 尋覓要見主祢面 必得見主的面 

2.凝視基督 流盡血把我潔淨 

藉著恩典 現我可到施恩座前 同來與主相見 

(從前風聞有祢 現在親眼見祢 聚集於此處 同載同在) 

副歌：我主同在裡 一切都可改變 崎嶇的必成平原 

我主同在裡 夜如白晝發亮 呼喊就可攻塌城牆 

**城牆要塌下來 興起大衛的帳幕 讓眾兒女發預言 聖靈要澆灌大地** 

從心合一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當我們合一敬拜和禱告 神就開始動工在我們當中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祂的道路遠超過我們的 

副歌：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 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 為大使命獻上自己 

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 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 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向這世界為主發光 合一尋求神國度藍圖 

不在乎自己 體貼神心意 使用我們走遍世界各地**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向至高者讚美 

曲：Mary Kirkbride、Mary Lou Locke 中文詞：凌東成 版權屬亞洲歸主協會所有 

同心皆向至高者讚美 頌讚主聖潔 誠實 無偽 正直 

同心皆向至高者讚美 頌讚主聖潔 誠實 無偽 正直 

耶穌是生命道路 最美善又完全 作世上磐石 

耶穌是生命道路 最美善又完全 主恩光照萬世 

耶穌願祢為王 
詞、曲：Paul Kyle中文譯：陸澤田 

耶穌 願祢為王 我們宣揚祢是王 

站立在我們當中 我們用讚美高舉祢 

我們的敬拜作祢居所 我們的敬拜作祢居所 

我們的敬拜作祢居所 主耶穌來取祢的居所 

祢是我神 
曲、詞：霍志鵬 版權屬香港學園傳道會 大使命敬拜讚美運動所有 

1.請開我眼 打開我心 明白祢有多麼深愛我 

請釋放我 去我纏累 能讓我再有力榮耀祢 

2.請改變我 謙卑我心 明白我有多麼需要祢 

心緊靠祢 進祢懷內 容讓我永貼近隨著祢 

副歌：1.祢為我釘身受死 抹去我的污穢 祢是我神 是我王 我心欣慰 

我為祢張開我口 向世界高聲唱 竭力讚揚 願永傳祢大愛 

副歌：2.我為祢舉起兩手 永遠高舉祢 讚頌我神頌 我王我心所愛 

我為祢傾出我心 撇棄世界貪愛 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副歌：3.我為祢鼓起我掌 向世界宣稱祢 祢是我神 是我王 我心稱讚 

我為祢張開我口 向世界高聲唱 竭力讚揚 願永傳祢大愛 

(祢是我神 是我王 到永遠 永頌我神竭力讚揚敬拜祢) 

燃燒赤子心 
曲：Jonathan Prawira 中文譯：王周小慧 詩集：來合一啦！，10 版權屬高接觸有限公司所有 

神御賜生機 無限生氣 豐富盛載恩典力量 神屬性蓋我本性 得勝亦有餘  

神御賜使命 神僕呼應 一起盛載艱苦任命 團隊誓奮鬥不息 堅決齊共往 

副歌：凝聚赤子心 燃燒 燃盡一生給主用 熔盡祢共我的真誠破千關 

凝聚教會心 齊燒 齊盡一心給主用 熔盡祢共我的恩情 拼搏為主 

從心合一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當我們合一敬拜和禱告 神就開始動工在我們當中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祂的道路遠超過我們的 

副歌：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 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 為大使命獻上自己 

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 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 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向這世界為主發光 合一尋求神國度藍圖 

不在乎自己 體貼神心意 使用我們走遍世界各地**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主祢慈愛何等寶貴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神啊祢慈愛上及諸天 祢信實到達穹蒼 祢公義如同高高的山 祢判斷彷似深淵 
神啊祢慈愛上及諸天 祢信實到達穹蒼 
眾生靈同蒙主的救護 祢愛是眾生的倚靠 

副歌：主祢慈愛 是何等的寶貴 來尋求在祢翅膀下的庇蔭 
主祢慈愛 是何等的寶貴 來在殿裡得飽足 

喝祢樂河的活水 唯有祢是生命源頭 在祢光中我必得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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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祢公義降臨 
曲、詞：方文聰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神求祢喜悅 我們的敬拜 獻上誠實公義正直的心 
願我們行事為人 對得起主祢 作祢看為義的子民 

副歌：唯願祢公義 如滔滔江河 公平 如大水滾滾 
神又豈止於聖殿中 祂憐恤 受壓的人 主帳幕在人間(願祢公義降臨) 

保守我心 
曲、詞：朱肇階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1.現處至高者的隱密處 我誠然向祢坦露我的呼喊 
就算禍患纏繞我 災害掣肘我 我要單單愛神 捉緊主更多 

2.或有聲 或無聲 嘆息的禱告 祢也就近 眷顧 傾聽 我一一細訴 
如若有天 國與國之間 殺戮的聲音遮蓋我耳朵 

我也堅信我神 不分畫夜 與我同在 
副歌：我要保守我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中每道泉源 全由心中發出 

直湧到我靈深淵與聖靈深淵 不住呼應 
永生神 以洪濤漫過我身 無盡恩典似浪覆庇我心 

從心合一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當我們合一敬拜和禱告 神就開始動工在我們當中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祂的道路遠超過我們的 

副歌：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 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 為大使命獻上自己 
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 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 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向這世界為主發光 合一尋求神國度藍圖 
不在乎自己 體貼神心意 使用我們走遍世界各地**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一月八日、九日 

講員：謝駿麒宣教師 

講題：誰偷走了教會？ 

經文：哥林多前書 1:10-31 

10.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
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11. 因為革來氏家裏的人曾對我提起弟兄們來，說你們中間有紛爭。 
12. 我的意思就是你們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

「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 
13. 基督是分開的嗎？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嗎？你們是奉保羅的名

受了洗嗎？ 
14. 我感謝神，除了基利司布並該猶以外，我沒有給你們一個人施洗， 
15. 免得有人說，你們是奉我的名受洗。 
16. 我也給司提法那家施過洗，此外給別人施洗沒有，我卻記不清。 
17.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用智慧的言語，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18.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

神的大能。 
19. 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20. 智慧人在哪裏？文士在哪裏？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裏？神豈不是叫

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 
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22.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臘人是求智慧， 
23.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 
24. 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

智慧。 
25. 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26.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

多，有尊貴的也不多。 
27.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

叫那強壯的羞愧。 
28. 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

有的， 
29. 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

聖潔、救贖。 
31. 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二年一月八日、九日 

講題： 誰偷走了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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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指引我們在新的一年，數算主恩。在檢視自己生命成長的狀況時，能滿有

主賜的信心於今年去實踐個人的成長計劃，活出使命！ 
2. 求主賜教會有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合而為一的心，建立基督的身體。 
3. 求主賜福予每一個家庭，充滿主愛和恩典，更常一起禱告，分享主道,經歷主

的信實。求主賜智慧和信心予家長作為榜樣，成為生命的師傅，並以基督的真
理教導兒女行進主的道路中，塑造他們有主的品格和生命，成為主的門徒！ 

4. 因政府收緊措施，有部份沙勉區長者將會去打疫苗，求主保守他們一切平安、
滿有恩典。 

5. 求主賜智慧予教會選購合適的堂址，作成主的工！ 
堂委： 

1. 請為區俊英弟兄代禱：疫情又添變數，求主加能賜力給他，使孩子和內子在學
校的工作有智慧、有恩典，讓學生得著祝福。 

2. 請為李偉禾弟兄代禱：他掛念所有面對防疫措施而轉變的屬靈家人，請弟兄
姊妹一同為自己和大家禱告，特別是為長者和獨居的人，求主更保護他們。請
禱告記念他在台日子，文綺都可以有人陪伴。 

3. 請為劉子麒弟兄代禱：一月他的工作與學業都很忙碌，求主祝福他僅有的家
庭時間，過得有質素，也為獨居的婆婆禱告，求主保護她！ 

4. 請為鄭俊文弟兄代禱：他的工作比較繁重，求主給予他智慧，疫情盡快受控，
令各人回歸正常生活。他是新任堂委，求主帶領！ 

李偉良韓昱家庭： 

 請為為兩個孩子(珵和蘅)的身心靈健康禱告，求主引領他們走在主的道路上。
這段時間特別看顧蘅報讀大學的過程，求主施恩憐憫。求主看顧建築團隊的
溝通，讓合作更暢順。求主引領他們跟校長一起制定合宜的課程。求主保守偉
良的簽證延期申請能獲得批准。 

哈小家庭： 
 他們一家計劃一月開始去探訪泰南的不同教會，認識和了解本地資源，以便

安排日後的事奉路。求主開路讓我們找到合適的課外活動給兩個兒子(朗和樂)
學習，例如踢足球和補習普通話/泰文。 

肢體： 

 請為黃國健弟兄代禱：他近兩週因為口腔不適令他胃口大減。儘管口腔潰爛
的情況已改善，但胃口很差，每次吞嚥都有作嘔的感覺；體重亦因而減了 10
磅到警界線。生存的意志很低落，雖然太太給他很大的安慰和烹煮美味的食
品，但身體的自然反射致沒胃口。求主醫治保護他，減少身心靈的痛楚，並奉
主的名除去一切令他食時的作嘔感覺，賜他好胃口享受美食！求主加強他的
生存意志，堅定倚靠主，經歷主恩。 

香港： 

 面對第五波爆發的臨界點，求主憐憫香港，賜智慧予政府和市民齊心努力去
一起合作抗疫，能盡快能堵截社區傳播鍵，求主加力！求主帶領和保守疫苗
的接種安排，能先後有序，能有好的防疫效果，居民能安心接種。求主幫助因
疫情而要停業的行業，能渡過這艱難的日子，並讓政府能有協助他們面對難
關。 



 

沙田堂第一季裝備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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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本週 
實體報名 

沙田堂揮春義賣 沙田堂揮春義賣 

時間：15-16/1及 22-23/1（六，日）三堂崇拜後 

地點：博康幼稚園（六午及日早） 

培英中學（日午） 

義賣收入全數奉獻給購堂（地方發展基金），歡迎弟兄姊妹
購買。 

 

https://bit.ly/31IaO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