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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自然中歸向神                                   鄭詠怡宣教師                                                          

弟兄姊妹，願你和家人都平安！ 
經過幾個月非常嚴厲的防疫措施，四月廿一日終於可以些微放鬆，下星期

崇拜都可以有限人數地實體進行了。在嚴厲防疫期間，迫在家中久了，相信大
家格外珍惜能外出呼吸走走的日子，大家都可能更渴望廣闊的空間、渴望親親
大自然，希望往山上行、往離島、往公園、沙灘走走，讓眼睛能望見天空、花
草樹木各種色彩、讓鼻子能嗅到泥土及青草的氣味、讓耳朵能聽到雀鳥聲音、
讓身體能感受風、感受陽光的溫度等等。的確，當處身大自然，我們彷彿能與
大自然在無形地交流，感受到大自然給我們的安慰與自由，相信這是神創造這
世界給我們享受的福氣！  
    當我們觀看神的奇妙創造，都不期然向神發出讚嘆！在很多讚美詩篇中，
詩人都在讚嘆神創造的宇宙萬物，從中體會神的偉大，而人卻渺小但神極寶貝
人。例如：詩篇第八篇 4-6 節「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
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
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
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詩人亦透過宏偉的大山幫助他將焦點轉向神，體悟到神是他的幫助，神是
有能力保護他的。詩一百廿一篇 1-5 節「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
你。」 
    羅馬書一章 20 節提到神所造之物都能顯出神的能力和屬性：「自從造天
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 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
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弟兄姊妹，我們未必能經常到郊外去，不要緊，鼓勵你在日常生活中更多
留意大自然的一事一物，可以抬頭望向天空，留意雲的不同形態、留意樹木樹
葉的不同顏色、留意不同花草發出獨特的香氣等等，這些觀察都可引領我們向
神發出讚嘆、禱告，使我們的心歸向祂，願我們都得著祂所賜的安息與寧靜！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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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彼此問安 / 一同執拾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敬拜/主席 鄭詠怡宣教師 

講員 鄧穎頤宣教師 

講題 「我看見主了！」(約 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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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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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現可透過網上轉賬/轉數快/ATM 轉賬等方法奉獻，完成轉賬後，
請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教會，如教會沒有收到通知，會以無名氏入賬，詳
情請到以下網址查閱： https://bit.ly/donation2021 

3. 呂彩嫺宣教師於 14-24/4 放假，請禱告記念。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週六午堂 週日早堂 週日午堂 

時間 下午 4時 30分 上午 9時 上午 11時 30分 

地點 博康幼稚園及親子室 

敬拜/主席 梁亦璇 蘇家淳 黎雪釵 

講員 陳智衡牧師 

講題經文 黑色聖誕（太二 1－18） 

沙田堂同工個人點滴分享   逢星期二、五，最後一星期播放於沙田堂 Facebook發佈，

敬請留意(請大家把握收看，新片放上，舊片便刪除) 

 

沙田堂最新通告（2022 年 4 月 14 日） 
「恢復實體實體崇拜」 

  因香港特區政府剛剛公佈最新防疫措拖，於 2022 年 4 月 20 日後放寬多項社交距離的
限制，包括容許教會有人數限制（場地座位 50%）的聚會，故教會決定於 2022 年 4 月 23 日
（六）開始恢復三堂實體崇拜，包括：週六午堂崇拜（時間：4:30PM）、週日早堂崇拜（9:00AM）
和週日午堂崇拜（11:30AM），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和親子室（暫時不能使用幼稚園的課
室，另外，因沙田培英中學現時成為 DSE 考試場地，暫時不適宜使用），故按政府聚會人數
的規定，前者幼稚園禮堂，只可容納 60 人聚會，親子室只可容納 20 人聚會，因此，週六午
堂崇拜時段，同時進行直播和錄影，並製成 YouTube 後，放在教會 facebook 內和由牧區轉
交給各牧區，直到星期二，早上 10:00 後刪除，盼望弟兄姊妹準時出席本堂的實體崇拜或網
上崇拜。 

  因每堂崇拜聚會人數有限，故弟兄姊妹需預先透過網上報名表格（Google Form）報名
參加崇拜，這報名表格（Google Form）將於每星期一早上安放在教會 facebook 內或由區
牧轉發給各牧區，並於星期一，晚上 6:00 開始接受報名，另外，因學校實施「疫苗通行證」，
故凡進入學校參加聚會的弟兄姊妹，必須使用「安心出行」和顯示「打疫苗針紙」，12 歲以
下的可豁免，若未能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請安在家中，參與本堂的網上崇拜，敬請
留意。 

  另外，在三堂崇拜的前後，小組可借用幼稚園禮堂或親子室作開組之用，但平日晚上，
暫時不可外借。 

  因恢復實體崇拜，教會決定除了 2022 年 4 月 22 日（五）晚上 9:00-10:00，舉行「網上
購堂分享交流會」外，也會在 2022 年 4 月 23-24 日（星期六至日）三堂崇拜（週六午堂、
週日早堂和週日午堂）後隨即舉行（一小時內完成），敬請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大家一起關
心教會購堂的進度和需要，並切切為教會購堂事工禱告。 

  願上主繼續與你們同在，在疫情中看顧和保護你們，賜你們平安！ 

 
堂主任 
佘健誠牧師 
14/4/2022 

https://www.facebook.com/cccstc.official


 

 沙田堂第二季裝備站課程 

時代挑戰下的中國基督教歷史 

本課程將在以賽亞書 40-55章中抽出 4段經文，以查經形式，與你一起仔細

研讀，一方面認識其中的重點信息，一方面學習研經方法。 

日期：4月 21日至 5月 12日（逢星期四）                             

時間：8：00pm－9：15pm （zoom） 

講員：陳智衡牧師（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牧師，建道神學院助理教授） 

人數：最少 12人 

費用：$100（在職人士），$50（非在職人士） 

截止報名日期：17/4/2022（日）                     

書籍：陳智衡：《紅火淬煉：近代中國基督教政教關係史（1911-1952）》 

 

日期 主題 

4月 21日 基督教來華的傳教事業 

4月 28日 從清末民初教難看中國教會的挑戰 

5月 5日 合一非一律：中華基督教會 

5 月 12日 抗戰勝利前後的中國教會 

 

 

 

  

網上報名： 

網址：https://bit.ly/3JcfQRN 

沙田堂購堂分享交流會 

日期：2022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9:00-10:00 

形式：ZOOM 視像 

目的：分享本堂購堂異象和匯報購堂進度情況及所關注事情等，並作出交流和禱告 

對象：所有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若參與是次購堂分享交流會，請向所屬區牧索取 Zoom Link（視象連結）。 

23-24/4（六至日）恢復實體崇拜，在三堂崇拜後舉行沙田堂購堂分享 

＜請弟兄姊妹踴躍參加，一起關心教會的需要＞ 

把握機會 

報名參加 

https://bit.ly/3JcfQRN


 

敬拜詩歌 
叫我抬起頭的神 

曲、詞：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和華是我的主 必不致動搖 有耶和華的幫助 還要懼誰呢 

耶和華是我牧者 必不致缺乏 有耶和華作我旌旗 必全然得勝 

副歌：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 是我的榮耀 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 

一宿雖然有哭泣 早晨我們必歡呼 祢是我的磐石 我的幫助 

尊貴全能神 
詞、曲：張恆恩、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全能真神祢掌權 祢的慈愛永遠長存 萬民都來尊崇祢聖名 

世上萬有屬於祢 祢的慈愛永遠長存 榮耀的名直存到永遠 

副歌：哈利路亞 尊貴全能神 天地萬有都會滅沒 唯有祢永遠不改變 

哈利路亞 聖潔全能神 無一人能與祢相比 所有榮耀都歸於祢 

**宣告祢國度降臨 祢旨意成全這地 

興起祢所選子民 高舉祢榮耀的名** 

耶穌恩光 
曲：何威廉 詞：侯碧珮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看見星星 記得主愛 情願降人世 全為救恩 

就在漆黑裏 見主深恩 新的盼望來臨 

2.是祢雙手 抹去苦困 平靜與慈愛 常在我心 

復活升天上 萬眾歡欣 恩典散落人群 

副歌：耶穌恩光驅走黑暗 讓愛充滿世間 

耶穌恩光照耀萬人 畫上繽紛記印 

主活著 
曲：Alfred Henry Ackley 詩集：《世紀頌讚》205 首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我事奉一復活主 祂今在世活著 我知道祂確活著 不管人怎麼說 

我見祂手施憐憫 我聞祂安慰聲 每次當我需求祂 總必垂聽 

2.在我所處環境中 主愛常在我旁 雖然有時心煩惱 但卻不會絕望 

我知救主引領我 衝破狂風怒潮 不日我主必再來 大顯榮耀 

3.歡樂歡樂眾聖徒 都當揚聲歌唱 當歌唱哈利路亞 永歸基督君王 

祂是尋者的盼望 又是求者力量 無人比祂更可愛 善良仁慈 

副歌：基督 耶穌 救主今天活著 祂與我談 祂伴我走 生命窄路同過 

 基督 耶穌 賜人得救宏恩 你問我怎知祂活著 因祂活在我心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六日、十七日 
講員：鄧穎頤宣教師 
講題：「我看見主了！」 
經文：約翰福音 20:1-18（新漢語譯本） 

1. 一週的第一天清晨，天色還昏黑，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那裏，
看見那石頭已從墳墓門口挪開了。 

2. 於是她跑到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那裏，對他們說：
「有人把主從墳墓裏搬走了，我們不知道他們把他放在哪裏。」 

3. 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往墳墓那裏去。 
4. 兩人一起跑，那門徒比彼得跑得快，先到了墳墓。 
5. 他俯身往裏看，見有細麻布放在那裏，但他沒有進去。  
6. 西門．彼得跟着也來到；他進了墳墓，看見有細麻布放在那裏， 
7. 又看見原來在耶穌頭上的裹頭布，沒有跟細麻布放在一起，而是

捲着放在另一處。 
8. 接着，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了去，他看見就相信了； 
9. 因為他們還不明白經上的意思，就是他必須從死人中復活。 
10. 於是兩個門徒又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11.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邊哭邊俯身往墳墓裏看， 
12. 看見兩個穿着白衣的天使，坐在原來安放耶穌遺體的地方，一個

在頭那邊，一個在腳那邊。 
13. 那兩個天使*對她說：「婦人，你為甚麼哭？」她說：「有人把我的

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們把他放在哪裏。」  
14. 她說了這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裏，但她不知道那人是

耶穌。 
15. 耶穌說：「婦人，你為甚麼哭？你在找誰？」馬利亞以為那人是園

丁，就對他說：「先生，如果是你把他搬走了，請告訴我你把他放
在哪裏，我好去搬回來。」 

16. 耶穌說：「馬利亞！」馬利亞轉過身來，用希伯來話對他說：「拉
波尼！」（「拉波尼」就是「老師」的意思。） 

17. 耶穌說：「不要拉住我，因為我還未上去見父。你要到我弟兄那裏
去，告訴他們，我要上去見我的父，也就是你們的父；去見我的
神，也就是你們的神。」 

18. 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向門徒宣告：「我看見主了！」她又向他們
宣告主對她所說的那些話。 

 



 

本論： 

（一） 除去既定執悟 

（二） 細聽恩主聲音 

（三） 傳遞大喜信息 

思想問題： 

1. 你見到活著的主嘛? 上主是一位超乎想像、自我揭示的上主，你

可以如何有行動上的改變/ 配合、讓自己能更認出祂、認清祂、認

定祂呢? 

2. 我們都會「傳福音」。如你向人傳遞主活著的信息時，你會跟別人

分享甚麼呢?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六日、十七日 

講題： 「我看見主了！」 講員： 鄧穎頤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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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教會，主賜我們智慧，操練智慧，有智慧的視野，有忍耐和謙卑的心去

面對各方面的挑戰和轉變，堅定行在主的旨意中，在末後的世代中作成主的工，見
證主的大能和奇妙的作為！ 

2. 求主幫助我們在復活節期間更多思想和感謝主救贖我們的生命，經歷出死入生，並
能除去既定執悟，細聽恩主聲音，傳遞大喜信息，與人分享復活的信息和個人生命
的見證。面對上一位超乎想像、自我揭示的上主，讓我們有行動上的改變/ 配合，
讓自己能更認出祂、認清祂、認定祂，與祂更親近，更明白和活出祂的心意！ 

3. 求聖靈充滿我們，激勵我們更多禱告，無論是個人、與別人一起、在網路上，在實
體上，在家庭，在職場，在社區中，禱告呼求主的臨在，經歷主的同在和大能，主
恩滿滿！ 

4.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本屆中學文憑試考生，願主加力量給他們，平靜他們的心，在壓
力中經歷主的同在和幫助。保守他們的身體和精神狀況，在温習過程中能專注和盡
力，並因信靠主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5. 請為教會購堂事工祈禱，求主親自為我們預備合適地方作教會聚會和活動之用。 

請為購堂分享交流會（22-25/4）的安排代禱，藉此分享本堂購堂異象和匯報購堂
進度情況及所關注事情等，並作出交流和禱告，求主激勵弟兄姊妹參加，一起關參
與，經歷主的帶領和同在！ 

6. 請禱告記念教會安排實體崇拜的事宜，求主賜智慧和能力去預備，並讓教會和會眾
一起做好防疫的措施，能有主的平安和保護，一起參與崇拜，敬拜主，與弟兄姊妹
連結，彼此激勵，同頌主恩！ 

請為博康幼稚園代禱： 
 按教育局指引，幼稚園將於 5 月 3 日起分階段復課至 5 月 16 日才全校復課。求上

帝加能賜力給她們，妥善地處理復課安排。2.有智慧面對每日的工作及政策的改變。 
3.祝褔每一位家長及幼兒，復課時的心理預備。4.願上帝繼續帶領博康幼稚園面對
收生的問題，求主預備。 

執事： 
 請為羅偉真執事、司徒麗燕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莫苑萍執事和林偉漢

執事禱告，求主賜他們健康的身體，並與主有親密的關係，在工作或退休生活、事
奉及家庭生活能夠平衡，作息合宜，有屬靈的恩賜和智慧來事奉。每天經歷主的同
行和帶領，更深體驗主的心意，活出主賜他們的召命。 

肢體： 
 請禱告記念下星期小朋友陸續恢復實體上課的安排，因小朋友返學前每天做檢測，

而有小朋友未打疫苗，而無得參與音樂及體育活動，祝福這安排不會令小朋友及老
師帶來困難。 

香港： 
1. 請為 21/4 開始第一輪放寬社交距離的安排代禱，求主賜智慧給各行各業，各表列

歲所，能做好防疫，迎難而上，讓他們能正常運作。 
2. 請為新特首的選舉代禱，求主帶領候選人寫政綱，有智慧和能力去，建立團隊，有

遠見和策略地帶領香港修補撕裂，各按各職，向前行，活出其命定！ 
烏克蘭： 
 請為烏克蘭的局勢代禱，求主幫助俄烏的領導能有智慧和真誠地達成和解停戰的協

議，求主的公義、公正和慈愛臨在，止息戰爭，遏止一切邪惡、殘暴和詭詐的權勢，
主保護百姓的生命，得平安和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