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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話家常」 之 搬屋「咁大件事！！」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呂彩嫺宣教師

我兩個女兒聽見我說 :「亞媽要搬屋呀！」兩個女齊聲說 : 「咁大件事！」因為
我搬屋差不多等同她們都要跟我一齊搬。她們結婚已數年，不但沒有搬走舊的東西，
還將很多東西放在我家，好像當貨倉一樣，令我家越來越多東西。今次我搬屋，她們
便要回家收拾所有屬於她們的東西，對她們來說亞媽搬屋確實「好大件事」。舊約亞
伯蘭也有搬屋的經驗，他一家搬屋比起我就「更加大件事了」。
〔創十二 1-3〕神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
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
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從
創世記 12 章開始，亞伯蘭離開本族父家去神所應許的地方，即今日的以色列。亞伯蘭
的整個人生，從 75 歲時離開迦勒底吾珥，他原本住在名城大都會，生活安定無憂，城
內設備完善，生活必需品齊全，也建立了不同的人際網絡，這個地方非常熟識和習慣，
這地就是他的根。現在要他離開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除非搬去另一個更優質的「生
活環境」，更好和更便利的城市內居住，否則人是不會反其道而行。
昔日亞伯蘭聽見上帝的呼召便作出回應，上帝要他離開這個居住了 70 多年的城
市吾珥，要去神為他所預備的地方迦南去。他決定一家離開，由城市人甘願變作遊牧
民族，在生活上的適應真的難以想像！再者他對「未來」人生的方向和計劃，更毫無
掌握，太多的「未知」之素，但他徹底順服神，作出勇氣可嘉的決定，憑著單單靠著
主，深信神必有預備和帶領，便往前踏進信心之路。在疫情下我們這兩年多的生活方
式也有所不同，我們的深信神必有預備、供應和帶領嗎？我們能像亞伯拉罕的信靠順
服嗎？
世人所害怕的莫過於不可知的「未來」，而世人所憂慮和關心的卻莫過於自己的
生活「素質與環境」。但亞伯拉罕的一生卻告訴我們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就是你我
只管憑「信心」跟從上帝，祂必適切地為我們預備和供應，滿足我們的需求。未來，
不足懼也不足慮！因為耶和華上帝掌管一切，祂的恩典充沛，足夠我們所用！正如我
原定計劃 4 月 21 日下午搬入新居的，剛接獲新居通告，得知政府相關部門採集屋苑
之污水樣本進行冠狀病毒檢測，發現檢測結果呈陽性，因此我們決定延期搬屋，神真
奇妙，祂掌管一切，祂的恩典夠用。
亞伯蘭一生令人回味和津津樂道的，畢竟是他對上帝的信靠和順服。而從他為獻
以撒之地取名為「耶和華以勒」一事，更可概括他的人生觀就是「上帝必有預備」。
職場事工顧問： 張大華牧師
堂 主 任：
佘健誠牧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沙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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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慧貞宣教師(沙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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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嘉慧宣教師(沙少區、沙約區、沙泉區、
沙旺區、沙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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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沙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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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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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問安 / 一同執拾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23/4
午堂

24/4
早堂

午堂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同工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尹穎欣

梁亦璇

謝駿麒

待定
陳錦儀 譚兆恒

蘇家淳

黎雪釵

陳智衡
牧師

黑色聖誕
(太 2:1-18)

鄭詠怡

羅妹 吳愛清
文麗璋

羅偉真

黎燕妮

林德瑩 吳詠霞

朱銘珊 陳偉鋒

伍恩君

麥永強

何錦培 甄國文

鄧穎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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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堂購堂分享交流會
日期：2022 年 4 月 23 及 24 日
時間：三堂崇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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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弟兄姊妹踴躍參加，一起關心教會的需要＞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30/4
午堂

1/5
早堂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同工

司事長／司事
黎碧筠

鄭韻莉

鄭嘉慧
胡喬茵 朱銘珊

鄭嘉慧

謝駿麒
宣教師

專題講道：
活在當下，
建立基督的身體
(約 13:34-35、弗 4:12)

林德瑩
呂彩嫺
林麗華 何梓峯
羅偉成

午堂

鄧穎頤

鄭詠怡
朱慕賢 甄國文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Majesty (Here I am)
Songs and Lyrics：Martin Smith、Stuart Garrard Copyright by Integrity Music

1.Here I am humbled by Your Majesty Covered by Your grace so free
Here I am knowing I'm a sinful man Covered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Pre Chords：(And) Now I've found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is mine
Since You laid down Your life The greatest sacrifice
Chorus：Majesty Majesty Your grace has found me just as I am
Empty handed but alive in Your hands
(Singing) Majesty Majesty Forever I am changed by Your love
In the presence of Your Majesty (Majesty)
2.Here I am humbled by the love that You give Forgiven so that I can forgive
(So) Here I stand Knowing that I'm Your desire Sanctified by glory and fire

和散那
曲、詞： Brooke Fraser 中譯詞：City Harvest Church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我看見榮耀君王 駕著雲彩而降臨 全地震動 全地震動
主祢用慈愛憐憫 將我罪完全洗淨 萬民歌唱 萬民歌唱
副歌：和撒那 和撒那 和撒那歸至高神
和撒那 和撒那 和撒那歸至高神
2.我看見全新世代 興起要得著這地 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
我看見復興來臨 全因禱告尋求祢 我們屈膝 我們屈膝
**求醫治潔洗淨我心 開啟我雙眼看見祢心意 教我如何能愛祢的百姓
我要能觸摸祢心 我所做一切全為祢旨意 一生追求祢直到天地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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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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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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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全地宣告
曲、詞：Noel Richards、Tricia Richards

1.全地宣告 榮耀復活救世主
祢是配得 救世主耶穌榮美
2.我要宣告 榮耀復活救世主
被殺羔羊 世人得與神和好
副歌：祢是永永遠遠 在寶座上羔羊
歡欣跪拜我主 我只想敬拜祢

有誰能像祢
曲：Lenny Leblanc

版權屬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所有

有誰能像祢 耶穌只有祢能感動我心
永永遠遠 再難尋找得到 耶穌 有誰能像祢
祢深恩似江河水湧流 醫治從祢而來
苦痛者在祢懷裡得安息 有誰能像祢

耶穌、耶穌
詞、曲：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喔耶穌 聖潔的救贖主
耶穌 耶穌 豐富賞賜者
耶穌喔耶穌 至高的得勝者
耶穌 耶穌 全能醫治主
副歌：讓凡有氣息都說 聖哉 聖哉 聖哉
祢是昔在永在的全能主 永不改變
讓凡有氣息都說 聖哉 聖哉 聖哉
唯有祢是配得一切榮耀 尊貴和頌讚

有一位神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有一位神 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副歌：有一位神 我們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 有恩典慈愛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2.有一位神 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高坐在榮耀的寶座 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充滿在這裡
曲：陳琰冰、游智婷 詞：陳琰冰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神的國度從天降下來 神的光輝照亮在這裡
榮耀尊貴圍繞在寶座前 聖潔榮光遍滿在全地
神的能力從天降下來 神的榮美彰顯在這裡
天使天軍俯伏在祢面前 大能同在充滿祢殿宇
副歌：在這裡 在這裡 榮耀同在充滿在這裡
讓我們謙卑尋求祢 在祢殿中與祢相遇
在這裡 在這裡 恩典能力充滿在這裡
讓我們的敬拜不停息 將當得的榮耀全都歸於祢
**榮耀國度充滿在這裡 大能同在充滿在這裡
尊貴榮耀充滿在這裡 聖潔榮光充滿在這裡**

Way Maker 開路者
曲、詞：Osinachi Okoro

版權屬 Integrity Music 所有

1. You are here, moving in our mids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working in this place,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2. You are here, touching every hear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healing every hear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3. You are here, turning lives around,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mending every hear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Chorus: (You are) Way maker, miracle worker,
Promise keeper,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God, that is who You are
*that is who You are* (X3) Oh that is who You are
*Even when I don't see it, You're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feel it, You're working,
You never stop, You never stop working,
You never stop, You never stop working,*

1.祢在這 在這裡運行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祢在這裡 動工在這地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2.祢在這 觸摸每個心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祢在這 醫治每顆心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3.祢在這裡 轉化我生命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祢在這裡 恢復每顆心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副歌：(祢是) 開路者 行神蹟的神
堅守應許 黑暗中的光
我神 這就是祢主
這就是祢主 (X3) 噢 這就是祢主
*即使我看不到 祢仍運行
即使感覺不到 祢仍運行
祢不停息 祢不停止運行
祢不停息 祢不停止運行*

主祢是我力量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副歌：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高臺 堅固磐石我信靠祢必不動搖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避難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沙田堂第二季裝備站課程
黑暗中的盼望 : 以賽亞書選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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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路得牧師
日期：2022 年 5 月 1 日,15 日,6 月 5 日,12 日(星期日，共四堂) 網上報名：
時間：下午 2:00-3:00
形式：Zoom 視像教授

把握機會
報名參加

費用：$100（在職人士）$50（非在職人士）
要求：＊承諾出席 4 次課堂＊
截止日期：24/4/2022

網址：https://bit.ly/3twBb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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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講員：陳智衡牧師
講題：黑色聖誕
經文：馬太福音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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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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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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裏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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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回答說：
「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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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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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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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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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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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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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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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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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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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應----------------日期：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講題： 黑色聖誕
講員：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陳智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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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帶領我們以「信心」跟從上帝，無論現在或將來的景況如何，不足懼也不足慮，
祂必適切地為我們預備和供應我們的需求。因為耶和華上帝掌管一切，祂的恩典豐盛，
足夠我們所用！從亞伯拉罕一生對上帝的信靠和順服，經歷「耶和華以勒」「上帝必
有預備」，成為我們生命的動力和激勵。
3. 請為沙勉區的長者代禱，求主賜他們健康的身體，並在家中作為長輩，以禱告執著上
帝賜給他們的權柄祝福保護他們的子孫後代，信靠主，世世代代跟隨神和見證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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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激勵弟兄姊妹一起禱告和關心！
5. 請為教會安排尚未參加小組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賜智慧和指引，讓他們能有合適的
小組，在當中成長！
執事：
請為司徒麗燕執事代禱，香港疫情和防疫政策變化難料，求主保守她下月回港行程一
切順利。
堂委：
1. 請為區俊英弟兄代禱，他於本學期參加了一個網上訓練課程，學習豐富，功課也十分
「豐富」，但有機會和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一同學習，組成學習共同體，獲益良多，
感謝天父的預備。請禱告記念今屆文憑試學生，這幾年他們辛苦了，願他們可以順利
開考，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
2. 請為李偉禾弟兄代禱，求主幫助他的家中的裝修順利。
3. 請為劉子麒弟兄代禱，他六月開始將要輪班通宵工作，求主保守一家人適應新的生活
模式。
4. 請為鄭俊文弟兄的一家代禱，他們逐步正常上班上學時，求主保守身體健康，不受感
染。
肢體：
1. 沙綠區：羅美儀和許金勝於 4 月 8 日誕下女兒許允晴小妹妹。願上主賜姊妹和先生有
智慧教導允晴，讓允晴存愛心、知感恩、常喜樂，在父神的愛中健康成長。
2. 感恩！黃國健弟兄去年接受骨髓移植，現在身體已康復，求主賜福他有健壯的身心靈，
生活有力，經歷主恩！
3. 請禱告記念下星期小朋友陸續恢復實體課，求主祝福及保護每個小朋友的平安及適應。
香港：
1. 請為第一輪放寬社交距離後，政府和市民能齊心防疫和抗疫代禱，求主賜各人健康的
身心靈，有智慧和能力地做好，讓確診數字下降，民生能恢復有序。
2. 請為新特首的選舉代禱，求主帶領候選人寫政綱，有智慧和能力落實去實踐，有遠見
和謀略地帶領香港修補撕裂，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在社會不同的領域中任賢選能，
除舊迎新，向前行，活出香港的命定！
烏克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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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
保護百姓的生命，得保障、平安和恩典！
2. 請為當地的教會代禱，求主保護他們，賜恩加力給他們面對國難，能堅心倚靠主，經
歷主奇妙的作為，並能作和平和愛的使者幫助居民面對這苦難時，更深認識福音，信
靠主，有主的平安和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