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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話家常之沙田堂「探訪隊」知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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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stc@hkcccc.org

呂彩嫺宣教師

探訪工作的確非常重要，一方面履行神的吩咐要愛鄰舍，另一方面透過探訪具體地將
神的愛展示出來。沙田堂於開堂初期有探訪隊的，經常上門逐家逐戶去拍門探訪，去傳福
音，使更多人認識耶穌，後來沙田堂發展了多個牧區，便按各牧者、牧區的領受和感動，
發動弟兄姊妹起來去探訪有需要的肢體或群體，如 : 探訪獨居長者、老人院、水泉澳居
民等……。
沙田堂於今年七月重新再次成立「探訪隊」
。它的孕育是自疫情開始，同工們將沙田
堂百多位的長者資料，包括 : 年齡、居住地方、身體狀兄、是否會友、獨居等重新整合，
分配給所有同工，定期致電話關心他們的身體、心情等等，又關心被強檢的家庭，提供一
些援助給確診者等等……。當疫情緩和後，崇拜和沙勉區小組逐漸恢復聚會，很多長者也
打三針疫苗，甚至有些打四針，我們相聚的機會多了，關心他們的近況相對比較容易，因
此經同工再三評估後，認為須同工經常打電話問候長者的急切性暫緩，可交由負責長者的
同工策劃一套關懷長者的事工計劃，因此衍生了沙田堂探訪隊，探訪獨居長者和長期病患
者。
今年六月尾探訪隊開始招慕成員，感謝主有 24 位弟兄姊妹樂意回應神的呼召，七月
探訪隊正式成立了，他們開始每個月第三週出隊，兩至三個成為一組共有十組，主要探訪
沙田堂的獨居、新來賓和長期病患長者等。每次探訪我們都看見神在受訪者身上的作為，
聽他們述說神的大能、醫治和同在，我們好像去了培靈會一樣有很大的得著。
其實，探訪是一門藝術，亦是一種學問。探訪，是一種帶有福音使命感的藝術，能讓
被受訪者感受到主的愛，所以探訪員必須被受訪者感受到尊重、聆聽、與他們一同祈禱，
在禱告中記念他們家庭的需要，並用神的話語去激勵受訪者是非常重要的。
至今，探訪隊已出隊了幾次，有個別的婆婆回應 : 「我經常返教會，行得走得，食得
瞓得，不用再來探我了，不如探那些比我更需要關注的信徒；如因病入院者或近期疏於參
加聚會的信徒身上吧！」這樣的講法豈不顯示教會的探訪事工是專為那些「有問題」或「有
特別需要」的信徒而設的嗎？作為牧者，我尊重她的決定和意向，但不認同這樣的講法。
她的回應正觸及探訪的真義之外，還觸及教會今年的主題。
教會之所以需要推行探訪事工，是為了幫助信徒有效落實主所吩咐的新命令「彼此相
愛」
，再者教會今年主題是 : 「共建生命連結，踐行時代真理」
，若信徒之間只可在集體聚
會的場合才有機會彼此接觸，在其他生活場景卻不曉得相交和連結，信徒還怎可以在彼此
相愛的實踐上，結出美好的見證和效益呢？再者，對於教牧同工而言，若不透過探訪的機
遇深化對信徒的瞭解，他們還怎可能提供到適切的牧關服事呢？換言之，教會之所以推行
探訪事工，為的是要讓信眾在彼此相愛的教導上要踐行真理。
堂 主 任： 佘健誠牧師
牧
師： 王桂芳牧師、陳智衡牧師
鄭詠怡牧師、謝駿麒牧師
行政同工： 蔡碧翠、蔡榮欣

宣 教 師： 呂彩嫺宣教師、黃慧貞宣教師
鄭嘉慧宣教師
執
事： 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
司徒麗燕執事、林偉漢執事、莫苑萍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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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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問安 / 一同執拾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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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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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講題

19/11 連皓晴/
路得牧師
午堂 高輝文

非我唯主
(太 22:1-14)

20/11
葉智軒
早堂

人人有份—
差傳與社關
(羅 1:16-17)

羅偉真
執事

午堂 莫苑萍 路得牧師

非我唯主
(太 22:1-14)

當值同工

招待/投影控制

佘健誠

沙綠區
Ling Connie 腸組

謝駿麒

司事長/司事

黎碧筠
李艷珊 陳菁汶

何強華 羅淑卿
陳碧珠

李偉禾

陳偉業

黎燕妮 劉詠思

吳麗妮 植治威

高向陽

林峻廷

江樹棠 林少燕

鄭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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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路得牧師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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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踐入心」服侍
「油踐入心」主要服侍基層人仕，今次沙田堂會與他們携手合作去做服侍。
日期：30/11(三)晚上
出隊：6:30-9:00pm
集合時間和地點 : 6:30pm 於佐敦德興街 7-8 號禮苑
👉出隊主要探清潔工，露宿者和派物資。
👉需要人手 : 12 位
👉如有心服侍基層可向呂彩嫺宣教師報名。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26/11
梁亦珩
午堂
謝駿麒
牧師

講題

午堂

招待/投影控制

鄭詠怡

沙 TY 區
珊組

行在真理中

呂彩嫺

奇妙聖經：
如何讀？
如何用？
（提後
3:15-17）

司事長/司事

尹穎欣
黃沅蘭 葉龍杰

（詩 129:105113）

27/11
鄭詠怡
早堂

國際基甸會
何啟康
–
黃寶財教授

當值同工

何強華 羅淑卿
陳碧珠

羅偉真

李仕波

黃麗𣶼 劉詠儀
何錦培

鄭嘉慧

沙星區
何健偉 羅偉成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君王就在這裡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聖潔耶穌 祢寶座在這裡 哈利路亞 祢榮耀在這裡(x2)
副歌：君王就在這裡 我們歡然獻祭 擁戴祢為王 榮耀都歸於祢
君王就在這裡 大能彰顯這地 和散那歸於至高神主耶穌
**更多更多來高舉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呼喊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承認祢是主 直到那日 我再見祢的面**

祢配得全所有
曲：David Brymer、Ryan Hall 詞：趙治德 版權約書亞樂團所有

眾聖徒與天使 俯伏在祢座前 眾長老將冠冕 卸在羔羊寶座前 齊聲敬拜
副歌：我的主祢是配得 我的主祢是配得
萬有都本於祢 萬有也歸於祢 祢配得一切榮耀
**晝夜不止息地讓禱告昇起 x 4**

Way Maker
Songs and Lyrics By Osinachi Okoro Copyright By Integrity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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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Way maker miracle worker Promise keeper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God that is who You are
that is who You are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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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1.祢在這 運行在我心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祢在這 運行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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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轉我生命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祢在這 恢復每顆心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副：(祢是) 開路者 施行奇蹟者 應許的神
夜裡的亮光 我神 這就是祢我神
*這就是祢我神(X4)
[在我未看見 祢已運行
在我未看見 祢已運行
祢不停息 永不停息運行(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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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靠禱告
詞、曲：袁卓瀚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非我願做之事 非我願去之處 求主以祢恩典決定我每一步
走著信靠之路 這是我的禱告 求主用祢慈愛領我展翅高飛
副歌：不要依我的意思 只相信祢的旨意 我一生必得勝 因祢與我同在
將我所有放於祢手（將我所有交給祢手） 深知祢已為我代求
耶穌 祢是我神 我以一生信服 願祢保守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平安
曲、詞：馬啟邦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就算世界刮著狂風暴雨 我心仍是穩妥安舒
無論前路灰暗憂傷困倦 祢讓我站穩磐石之處
就算捆鎖劫難縈繞著我 我心藏著不死盼望
耶穌是我牧者 永在我旁 祢杖祢竿都安慰我
副歌：主 祢賜下平安 不像世人所賜 我的心不必再憂愁 也不用膽怯
主 祢賜下這平安 是用重價換來的恩典 受鞭傷使我得醫治 受刑罰讓我得到赦免

進入祢的同在
曲、詞：劉榮神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讓我進入主祢的同在 我與眾天使圍繞寶座敬拜
喔讓我進入主祢的同在 我要單單敬拜祢耶穌
我要敬拜 敬拜 敬拜我的主 我要敬拜 敬拜 敬拜我的主
我要跪下 跪下 在祢寶座前 我要跪下 跪下 在祢寶座前
2.讓我進入主祢的榮耀 我在祢聖潔光中被祢得著
喔讓我進入主祢的榮耀 我要單單為主祢而活
頌讚榮耀 榮耀 榮耀歸羔羊 頌讚榮耀 榮耀 榮耀歸羔羊
頌讚聖潔 聖潔 聖潔的真神 頌讚聖潔 聖潔 聖潔的真神

讓我親近祢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渴望能遇見祢 渴望能親近祢 寧靜裡我心渴求能遇見主
放下疑慮並重擔 放下纏累的思緒 求能在這刻清心仰望祢
今天心中渴望聽到祢呼喚我 微小的聲音引導著前路
今天心中渴望感到祢圍著我 在祢愛內被懷抱
副歌：讓我親近祢 讓我親近祢 讓身心的每一處都呼叫主
讓我親近祢 讓我親近祢 期望滿足心裡的渴望 恩主親近我

我們呼求(粵)
曲：曾祥怡 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共聚這刻渴望尋見祢 心切切呼求我主 離開一生所有的惡行 一心單單跟我主
1.願屬祢的子民百姓 也滿有主祢的心 回轉單單歸向主父神 全城來復興
2.但願這家國只屬於祢 盼祢掌管全地 憐憫恩典充滿於這地 榮耀再次降臨
副歌：齊心的呼叫阿爸父 在這裡願同遇見主 祢已看見也定然聽見 祈求父祢恩典
同心一起到祢跟前 全因祢是榮耀救主 全城跪拜盼望齊興起 一起禱告祢

成為我異象
詞：Eleanor H. Hull 曲：Irish Melody 譯：何統雄 版權屬新心音樂事工所有

1.求我心中王 成為我異象 我別無愛慕 惟主我景仰
充滿我思想 我心嚮往睡著或睡醒 慈容是我光
2.成為我智慧 成為我箴言 我願常跟隨 祢在我身邊
祢是我聖父 我是祢子 祢常居我心 我與祢合一
3.我不求虛名 也不求富有 祢是我基業 從今到永久
惟祢在我心 永遠居首 天上大君王 祢是我萬有
4.天上大君王 光明的太陽 容我享天樂 我已打勝仗
我心屬祢心 永無變更 萬有的主宰 成為我異象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願諸天歡呼歌唱
曲、詞： 河用仁 版權屬萬國敬拜與讚美所有

願諸天歡呼歌唱 同聲宣揚父神榮美
願一切被造世間的萬物 齊來讚美祂榮耀
副歌：一切高山深海歡呼歌頌 彰顯神的權能和祂大作為
一切全地四方揚聲歡唱 慈愛公義真神
創造我的主宰 賜寶貴生命 祂名已被高舉 遠超過一切
全能君王要在榮光中降臨 讚美祂到永遠

高舉雙手
詞、曲：Andre Kempen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高舉雙手 向主歌唱 永活真神 再來君王 主耶和華 祢掌管我的心
副歌：除祢以外我無別神 也沒有別的愛慕
祢是我心所愛 豐盛無限的聖靈 因祢聖名 我願獻上我一生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曲、詞：馮鑑邦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有限公司所有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同來讚美高舉主的榮耀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全然敬拜寶座面前 深深讚頌祢
副歌：來舉雙手 頌唱哈利路亞
唯有你施恩典捨身拯救 獻奉我聲音 我雙手
我的一生都要讚頌 榮耀都歸於主基督我上帝

主愛大能
曲、詞：Geoff Bullock 中文譯：楊天恩牧師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所有

在祢慈恩裡 願讓我更新改變 今將心獻上 到達神寶座
但我確知道 現在我終可誇勝 心中的一切軟弱 全憑主愛大能
副歌：抱緊我 祢愛常在我身邊 願使我緊緊去靠近祢
我展翅如鷹一般的高飛 因深知祂愛我 聽我每次祈求 扶持我向前行

信靠禱告
詞、曲：袁卓瀚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非我願做之事 非我願去之處 求主以祢恩典決定我每一步
走著信靠之路 這是我的禱告 求主用祢慈愛領我展翅高飛
副歌：不要依我的意思 只相信祢的旨意 我一生必得勝 因祢與我同在
將我所有放於祢手（將我所有交給祢手） 深知祢已為我代求
耶穌 祢是我神 我以一生信服 願祢保守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二十日（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員：路得牧師
講題：非我唯主
經文：馬太福音 22:1-14
1. 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
2. 「天國好比一個王為他兒子擺設娶親的筵席，
3. 就打發僕人去，請那些被召的人來赴席，他們卻不肯來。
4. 王又打發別的僕人，說：『你們告訴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經預備好了，
牛和肥畜已經宰了，各樣都齊備，請你們來赴席。』
5.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個到自己田裏去；一個做買賣去；
6. 其餘的拿住僕人，凌辱他們，把他們殺了。
7. 王就大怒，發兵除滅那些兇手，燒毀他們的城。
8. 於是對僕人說：『喜筵已經齊備，只是所召的人不配。
9. 所以你們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見的，都召來赴席。』
10. 那些僕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見的，不論善惡都召聚了來，筵席上就坐
滿了客。
11. 王進來觀看賓客，見那裏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
12. 就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裏來怎麼不穿禮服呢？』那人無言可答。
13. 於是王對使喚的人說：『捆起他的手腳來，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裏；在那裏
必要哀哭切齒了。』
14. 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信息重點：
非我唯主，人學習脫去自義，穿戴主的義袍，信靠及學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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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週日早堂）
講員：羅偉真執事
講題：人人有份 - 差傳與關懷
經文：羅馬書 1：16-17
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
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17.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
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大綱：
1.引言：1.1 我們的宣教工人有多少
1.2 我的支持
2.大綱: 差傳與關懷 從約拿的宣教人生看神的心意
約拿書 1 章 - 4 章
約拿: 抗命→悔改→傳道→發怒
神的心意: 呼召→聆聽→赦免→拯救→愛的行動
反思問題：
1. 活在這世代中, 你心中掛念是什麼呢
2. 當如何善用和享用上主所賜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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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信徒在將臨期安靜默想、探索聖
誕節的真正意義，靈命日糧特別製作了
特輯《走向基督：追尋聖誕真義》。
書中有 28 篇精選的靈修文章不僅讓信
徒重溫聖誕節的故事，更帶領他們深入
認識聖誕的焦點——耶穌基督。
鼓勵大家索取。先到先得。

沙田堂 2022 年第四季裝備站課程
藝術靈修工作坊〔只設現場實體〕
目的 :
我們日常生活非常繁忙和急促，沒有半點空間靜下來思想神，再加上疫情的影響，
心靈沈重，人際疏離，我們都須要安靜下來，有個人的心靈空間與神對話。藝術
靈修希望透過畫畫，沉澱心靈，與內心情感交流，釋放情緒和壓力，讓心靈產生
平靜、從中領略和諧、寧靜和喜悅，從中找到了新的希望。
形式 :
詩歌、經文、畫畫、默想經歷神和分享。
要求 :

每堂一張水彩畫。從水彩調色和運筆默想過程中，放慢腳步默想經歷神，不抗
拒水彩繪畫的弟兄姊妹。

毋需具備任何繪畫基礎，學員不限年齡，工作坊重點在靜修默想，不是教畫畫
技考，經驗過程大於作品，課堂上不用比較，只須畫出自己當時的所思所想。

要準時，不可缺課，第五課戶外必須出席。
講員 : 呂彩嫺宣教師
地點時間：親子室 3/2/23、10/2/23、17/2/23、24/2/23〔週五晚上 8:00pm –
9:30pm〕
戶外 : 4/3/23〔週六 9:30am – 3:00 pm〕
費用 : 每位 $150
名額 : 10 個
截止日期 : 18/12/2022
日期

課堂內容

3/2/2023

幽谷中的一點光

10/2/2023

色彩心理學

17/2/2023

生命力

24/2/2023

星空

4/3/2023

天父世界

網上報名：

http://bit.ly/3EIgJ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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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光照我們的生命，常常親近主，認罪悔改，警醒禱告，主潔淨我們，脫
離一切邪情私慾，過聖潔生活！
2. 求主幫助我們更多明白「差傳與關懷」是人人有份，善用自己的生命的資源
（恩賜、才幹、經驗等），實踐主的旨意，活在主的國度裡。 3. 求主幫助我們唯獨靠主，學習脫去自義，穿戴主的義袍，信靠及學效主，一生
跟隨神！
4. 求主帶領教會於探訪服侍中，弟兄姊妹更多相連，彼此激勵相顧，實踐主愛！
5. 請為探訪隊於 30/11 參與油踐入心去服侍清潔工人、露宿者，亦會探訪 2-3
位肢體的，求主賜福他們有美好的學習和體驗，分享主愛，更深經歷主的同在
和同工！
6. 請禱告記念沙苗區人手短缺，求主預備。
7. 請為同工會、執事會和堂會商議教會明年事工中心代禱，求主賜智慧和指引，
能按著主的心意而行！
8. 請為聘任幹事代禱，求主預備合適的弟兄姊妹，加入行政團隊，發揮所長，恩
賜配搭。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的兒子重新投入教會生活祈禱，求主加油，讓他經歷主更多。
2.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她與家人（爸媽和妹妹）最近確診新冠，感謝主的醫治
和保護，在康復中，求主保守他們免受副作用的影響，身心康健，經歷主恩！
求主讓她的父母更多認識和一心信靠主！
宣教同工：
太陽家庭（天空之城）
1. 感恩！他們最近遇見工作的機會，求主指引和預備，讓他們在服侍上進到新
的階段和挑戰，主賜他們智慧去和不同的人和團隊有美好的溝通。
2. 求主賜恩加力給月亮與當地婦女讀經，主激勵她們在月亮回滿後繼續查考及
遵行主的話。
3. 主賜福他們一家身心靈健壯有力，主保守他們於十二月返港述職和休息的旅
途順利和愉快，新月第一次搭長途機，求主保守她的適應，並保守他們入境時
要按指引，一切順利。
4. 求主賜福他們與家人、親友和弟兄姊妹有美好的相交及聯繫。求主除去一切
攔阻他們雙方家人信主的障礙，更多認識和信靠主耶穌，經歷主恩。
5. 請為太陽於 20/11 考車牌路試祈禱，求主保守他有智慧和能力應考，考試合
格。
香港：
有神學院於上月底為 18-35 歲的年青人舉辦了一次「培靈」會，參加者接近
四百人。這次培靈會以嶄新的「沉浸」式體驗進行，當中包括藝術裝置，讓參
與者自主的思考感受，打破傳統的「由上而下」單向的由權威講員講論的形
式。求主帶領我們都能從中吸收探索更多更新的學習形式，讓活動更能貼近
時代靈性的需要，幫助信徒的靈命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