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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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麒一會

電話：26462469

不要抬頭與抬頭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謝駿麒宣教師

近來 Netflix 有一套獨家電影「不要抬頭」Don’t look up 講述有個堪比聖母峰大
的新彗星，將會在半年後撞上地球，而威力足而滅絕所有生命。科學家必須在人類
滅絕前，盡方法讓大家願意抬頭看、正視死亡危機迫在眉睫的「真相」，眾志成城
尋找解決方法。但在過程中卻發現各種的荒誕，美國社會的病態和總統的荒謬，人
為著自己的利益，將生死存亡放置不理。國家總統以政治理由和自身利益為先，聽
見末日的事仍只顧著自己的選情，將末日成為政治的籌碼。媒體中主持人捉住人民
好奇心，他們對外星人好奇還比慧星帶來的毀滅還感興趣，就算聽到末日將至，他
們還想夜夜笙歌，享受自我生活，不理會面臨的危機。另外，資本主義社會能改變
政權的政策，以商業化包裝表達對下代的關懷，實質賺取更多的金錢，背後對於孩
子關懷完全不理會。在末日將至下，發現人們只想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不願抬頭看，
面臨滅絕的真相。
在資本主義下的政治人物和商人，他們追求的是錢與權的遊戲。媒體要的是點擊
率，能夠捉住人的心態，就增加點擊率。市民要的被娛樂，和跟著潮流走。
社會的文化處境，深深影響著我們，如果人不理文化背景帶來的影響，慢慢就被同
化。政治人利用人和事達到自己的目的，資本家包裝自己理念商品主導我們潮流卻
為著得到更大的利益。我們也看見或都要潮著世界走，如何能走出文化下被同化的
大同，我們有沒有如劇中的科學家般堅持所看見的真相，縱然無法改變慧星毀滅世
界的事實，但在他們在自己的力能範圍內盡力將消息，傳播給每一位應該知和有權
知情的人所知道。在末日臨到前，人反思自己最珍惜的什麼，回家他們所愛的人當
中，在愛的底一起面對末日的臨到。愛改唔到慧星對地球的毀滅，但回到最愛珍惜
的中，一起面對末日的恐懼。
我們反思是信仰生活中，如何在社會中縱然看見社會的荒誕，如林前 1:30 提
到神藉基督使祂成為我們智慧、公義、聖潔、救贖的人。提醒我們在荒誕的環境中，
我們身份不同，屬於主的民子，思考和價值都係從基督的智慧來，以堅持我們所堅
持的信仰，在一個越來越窄的空間實踐與社會價值觀不同一樣生命。要在大環境中
不迷失，我們只能走進真理當中，基督成為我們智慧，唯有深入基督教導，才明白
神在人生命中心意和掌握信仰生活的準則，在不一樣的社會活出公義和聖潔的生命
。科學家對無限宇宙探索精神，值得我們學習，當我們以基督為中心，我們更要對
救贖我們的主的話，重燃對基督智慧入深而又多的探索精神，讓我們能明白教導，
實踐真理，抬頭正視生活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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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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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穎頤宣教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
司徒麗燕執事、林偉漢執事、莫苑萍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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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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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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講

員

張大華牧師

奉

獻

我們的神

連皓晴、鄭韻莉 / 鄭嘉慧 / 何啟康

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彼此問安 / 一同執拾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
主席

15/1
午堂

連皓晴、
鄭韻莉

16/1
早堂

午堂

鄭嘉慧

何啟康

講員

講題

當值同工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譚兆恒

鄧穎頤

沙 TY 區
黃國誠 待定

張大華
牧師

主的慈愛
比生命更好
(詩 63:1-4)

鄭詠怡

袁海梅 黃靜仁
黃麗𣶼

羅偉真

陳偉業

劉詠思 黃麗𣶼

鄭貴田 藍銳凌
陳展圖

羅偉成

張博文

黃素心 林煒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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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沙田堂職場事工顧問張大華牧師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
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2021 年 12 月徵信錄，可於週刊內及教會網站的小組錦囊內查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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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沙苗區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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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苗區安排：考慮到小朋友的年紀小及他們都是高風險的群體，所以沙苗區各班
的活動將會暫停舉行。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22/1
午堂

23/1
早堂

午堂

敬拜/
主席

梁亦璇

鄭詠怡

黎雪釵

講員

講題

林偉漢執事

不是因為看見而相
信，而是因為...
(來 11:1-4,12:1-2)

王桂芳牧師

林偉漢執事

情之所在
(創 45:1-5)

不是因為看見而相
信，而是因為...
(來 11:1-4,12:1-2)

當值同工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黎碧筠

鄧穎頤

沙奮區
陳錦儀 陳淑彥

鄭嘉慧

袁海梅 黃靜仁
黃麗𣶼

林德瑩

黎燕妮

林麗華 何梓峯

待定

梁建國

麥永強

江樹棠 李麗容

謝駿麒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揚聲唱哈利路亞 Raise a Hallelujah
Songs and Lyrics：Melissa Helser、 Jonathan David Helser Copyright by Bethel Music

1.I raise a hallelujah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mies
I raise a hallelujah louder than the unbelief
I raise a hallelujah my weapon is a melody
I raise a hallelujah Heaven comes to fight for me
*I'm gonna s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storm
Louder and louder You're gonna hear my praises roar
Up from the ashes hope will arise
Death is defeated The King is a live*
2.I raise a hallelujah With ev'rything inside of me
I raise a hallelujah I will watch the darkness flee
I raise a hallelujah In the middle of the mystery
I raise a hallelujah Fear you lost your hold on me
**Sing a little louder (sing a little louder)
Sing a little louder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Sing a little louder (louder than the unbelief)
Sing a little louder (my weapon is a melody)
Sing a little louder (heaven comes to fight for me)**
I raise a hallelujah (X4)

1.揚聲唱哈利路亞 在我的仇敵面前
揚聲唱哈利路亞 勝過不信和懷疑
揚聲唱哈利路亞 讚美是我的武器
揚聲唱哈利路亞 天堂降臨得勝利
副歌：我要歌唱 就算在風暴中
我揚聲讚美 呼喊直到充滿全地
從灰燼之中 盼望升起
死亡已潰敗 君王已復活*
2.揚聲唱哈利路亞 在我的仇敵面前
揚聲唱哈利路亞 我看見黑暗都逃離
揚聲唱哈利路亞 當我身處未知的奧秘
揚聲唱哈利路亞 愛使我不再恐懼
**我要揚聲讚美 (我要揚聲讚美)
我要揚聲讚美 (在我的仇敵面前)
我要揚聲讚美 (勝過不信和懷疑)
我要揚聲讚美 (讚美是我的武器)
我要揚聲讚美 (天堂降臨得勝利)**
揚聲唱哈利路亞 (X4)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曲、詞：葛兆昕 版權屬讚美之泉及有情天音樂世界所有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祢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唯有祢是全能真神
坐在寶座上尊貴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祢 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祢直到永遠
副歌：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唯有祢配得敬拜和尊崇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我們高舉祢聖名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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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神
Songs and Lyrics：Jesse Reeves, Chris Tomlin, Matt Redman, Jonas Myrin 中文譯：趙治德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祢將水變為美酒 使盲眼重見光明 無人能像祢 無人像祢
2.祢榮光驅走黑暗 賜華冠代替灰塵 無人能像祢 無人像祢
副歌：我神最偉大 我神最剛強 遠超過世上一切的君王
祂醫治我們 祂滿有權能 Our God Our God
**若上帝幫助我們 有誰能攔阻我們
若上帝與我同行 誰還能抵擋我們**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主祢的慈愛
曲：Hugh Mitchell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主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主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我要用咀唇來讚美祢 因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我要奉祢名來舉起我手 我要奉祢名來舉起我手
我要用咀唇來讚美祢 我要奉祢名來舉起我手

如鹿切慕溪水
詞、曲：Martin Nystrom 詩集：美樂頌，81 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神啊 我的心切慕祢 如鹿切慕溪水
惟有祢是我心所愛 我渴慕來敬拜祢
祢是我的力量盾牌 我靈單單降服於祢
惟有祢是我心所愛 我渴慕來敬拜祢

我們的神
Songs and Lyrics：Jesse Reeves, Chris Tomlin, Matt Redman, Jonas Myrin 中文譯：趙治德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祢將水變為美酒 使盲眼重見光明
無人能像祢 無人像祢
2.祢榮光驅走黑暗 賜華冠代替灰塵
無人能像祢 無人像祢
副歌：我神最偉大 我神最剛強
遠超過世上一切的君王
祂醫治我們 祂滿有權能
Our God Our God
**若上帝幫助我們 有誰能攔阻我們
若上帝與我同行 誰還能抵擋我們**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主祢的慈愛
曲：Hugh Mitchell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主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主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我要用咀唇來讚美祢 因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我要奉祢名來舉起我手 我要奉祢名來舉起我手
我要用咀唇來讚美祢 我要奉祢名來舉起我手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每滴寶血為我而流 每個刑罰為我承受
恩典如海 四面環繞 失望羞愧時 祢仍擁抱著我
副歌：主耶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十架上釘痕的手告訴我 祢永不放棄我 主耶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不論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難逼迫 都不能叫我與祢愛隔絕
**何等長闊 何等高深 天離地多高 祢愛多浩大
無法測透 永遠無盡頭 我要張開雙手來領受**

為愛而生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有一個夢想 在我心頭 一路上不該有人獨自停留
只有祢願意 小小亮光 能在黑暗裡照亮
為所愛的發出聲音 唱一首歌讓世界傾聽
手握著手就有溫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為愛
*為愛而生 為愛而活 為愛去付出 擁抱不放手
為愛流淚 為愛而笑 為愛我願意 一路同行
愛裡沒有孤單 沒有懼怕 放下自己 走多一里路
單單相信 沒有保留 因為愛裡滿有奇蹟*
**愛將不可能 變為可能 能傳遞愛 為愛而活 就是值得**

愛可以再更多一點點
詞、曲：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可以擁有全世界卻沒有愛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卻還是空白
我可以用信心移山卻還是孤單 這世界沒有了愛 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裡 把愛說出來 不要默默在一旁 把愛活出來
副歌：喔愛 可以再更多一點點 不怕被傷害 把靈魂鎖起來
愛 可以再更多一點點 從天父來的愛把懼怕挪開
發現幸福在轉角與祢相遇 一瞬間 這世界變得好美

我們的神
Songs and Lyrics：Jesse Reeves, Chris Tomlin, Matt Redman, Jonas Myrin 中文譯：趙治德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祢將水變為美酒 使盲眼重見光明 無人能像祢 無人像祢
2.祢榮光驅走黑暗 賜華冠代替灰塵 無人能像祢 無人像祢
副歌：我神最偉大 我神最剛強 遠超過世上一切的君王
祂醫治我們 祂滿有權能 Our God Our God
**若上帝幫助我們 有誰能攔阻我們
若上帝與我同行 誰還能抵擋我們**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十六日
講員：張大華牧師
講題：主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經文：詩篇 63:1-4
1.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
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2. 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為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
3. 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讚你。
4. 我還活的時候要這樣稱頌你；我要奉你的名舉手。
大衛在曠野被兒子押沙龍追殺時, 向神發出這篇詩篇, 也好給予我們面對
今天的處境, 如何有信心信靠神
1. 神啊, 你是我的神
2. 我要切切的尋求你
3. 主的慈受比生命更好
思想問題：
1. 你有沒有什麼屬靈的經歷, 可以分享。因為祗要我曾經倚靠祂, 祂才是
我的神。
2. 若然神是創造天地的主, 也是列國的主, 我們是否以信靠祂, 那麼今天
神對我有何使命呢？

----------------我的回應----------------日期：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十六日
講題： 主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講員： 張大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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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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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能被主塑造和改變，活出主的使命！
2.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
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於你們，甚至無處可容。」求主激勵弟兄姊
妹履行十一奉獻的責任，經歷主的信實和供應，加增和提升他們的信心！
3. 請為堂委會的會議（23/1）代禱，新一屆有新的堂委加入，新、舊堂委有美好的配
搭，大家各按恩賜服侍，實踐主的心意！
4.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各小組的事奉者，在聖靈的光照下，緊密地親近主，並在日常的
崗位中常因基督的緣故與人連結、領人歸主，並在各事上能為主作見證。
5. 求主賜智慧予教會選購合適的堂址，作成主的工！
博康幼稚園：
1. 停課期間，求主保安守家長、學生及教職員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2. 求主繼續保守老師們在校的一切工作，包括：拍片，預備課件，校車送功課，與家
長溝通和消毒校園等。
3. 求上帝繼續施恩，讓新學年的學生不致缺少。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兒子顯信祈禱，因他原定 2022 年 1 月 28 日從澳洲回港，但因現
時香港因疫情緣故禁止澳洲飛機降落香港機場至 2022 年 1 月 21 日，求主親自開
路，讓兒子能順利按時回港，與家人團聚。
2.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主賜她智慧去預備下週日早堂的講道，激勵她和弟兄姊妹。
求聖靈充滿她和事奉者在牧區的事奉，實踐主的旨意，經歷主的大能！
3. 請禱告記念黃慧貞宣教師的丈夫劉牧師的牧養工作忙碌，求主保守他的身心靈，能
有足夠時間休息。
神學生：
請為葉智軒弟兄代禱：感恩他已完成上學期的學習和功課，又完成班長的服侍。當
中他有很多發現和學習，也認識自己更多，相信是預備他未來事奉的寶貴經歷。這
段時間，他忙於預備實習教會的主日學和講道，求主帶領，預備當說的話。其兒子
榮恩正在努力預備升中面試和最後的呈分試，願主讓榮恩找到合適的中學，在當中
有美好的群體和他一同成長。
肢體：
1. 請為黃國健弟兄代禱：他的咳嗽及嘔吐感仍很嚴重。他曾入院，但醫生找不到病因，
使他十分難受，身體很痛苦。現在他只能回家休息，待醫生答覆。求主眷顧醫治他，
賜他健壯的身、心靈，求主舒緩他的喉部不適，止住咳嗽和嘔吐，能夠如常飲食，
有充足的營養和睡眠。求主賜醫生智慧找出病因，能對症下藥，早日康復，經歷主
恩！
2. 請為黃素婉（沙星區鄺傑恆弟兄的母親）姊妹禱告：她將於 19/1 做割除整個膀胱
的手術，術後她要住院 7-10 日。求主醫治保護她，手術順暢和成功，有好的休養
和康復，主賜她和家人有平安的心，經歷主恩！
香港：
1. 面對第五波疫情，求主憐憫香港，賜智慧予政府官員和市民，能齊心努力去一起抗
疫，並能盡快堵截社區傳播鍵，求主加力！求主帶領和保守需接受強制檢測和疫苗
的接種安排，能先後有序，能有好的防疫效果。
2. 求主幫助因疫情而要停業的行業，他們能渡過這艱難的日子，並讓政府能有協助他
們面對難關。
3. 求主保守幼稚園和小學生停課後的安排，家長和學校都能夠處理妥善，各孩子都能
快樂地重新適應網課學習。生活節奏縱被打亂，但求主保守大小朋友的心都能平安
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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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南宣教士網上祈禱會(zoom)
日期：1 月 16 日（週日）
時間：下午 4:00-5:00
內容：與宣教士(石昱，哈小)一起祈禱，為他們禱告守望

教會復興祈禱會(zoom)
日期：週五(21/1, 28/1)
時間：晚上 9:00-10:30
內容：為教會，為香港，為主的國度祈禱
＊誠邀大家一起參與禱告🔥🙏，
若參加以上的祈禱會，請向王桂芳牧師或區牧取 zoom l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