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四日 
     週六午堂：4:30pm(幼稚園) / 週日早堂：9:00am(幼稚園) / 週日午堂：11:00am(沙田培英中學) 

   崇拜直播：星期六 4:30pm 崇拜重溫：由星期六晚上直至下星期二早上十時正 

辦公室地址：沙田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  電話：26462469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堂主任封面文章       在教會內進行推銷的反思          佘健誠牧師                          

前個星期（2022 年 11 月 20 日）「時代論壇」的頭版文章，題目：「講福音又講金？教
會推銷啟示錄」。因早前有某教會在崇拜程序表刊載教會通告，指有前教牧同工游說會友「作
股票期權相關的投資」，但指定的時間期限過後，他們卻無法取回本金及保證的利息回，事件
最終交由警方跟進調查

1
。另外，在 2016 年有報章報導有一家美容院及健康顧問中心負責

人，利用教會及其他網絡建立人脈，向患癌病的信徒推銷活化大腦療法（用磁石醫治癌病），
疑涉七名受害人，金額達五百萬元，最後，警方以串謀行騙，無牌行醫，以及管有第一部毒
藥罪名拘捕該負責人及十名美容院女職員。

2
其實在教會內的推銷行為並非新事，有人成熟處

理，也有人處理不當，造成許多糾紛、埋怨、爭吵及投訴，甚至破壞信徒之間的關係和造成
教會負面的影響。故該報的記者訪問曾被導師推銷的教友，教會內的保險從業員，以及為推
銷行為制定守則的堂會，了解他們的心路歷程和掙扎取捨，亦有熟悉教會情況的專家學者，
分折教會中銷售行為背後的問題，最後經整理和編寫作出報導或文章，作教會及信徒的提醒
和反思。 

過去教會對這方面事情都是十分保守和一律禁止的，也不鼓勵弟兄姊妹從事這些行業，
但時代不斷改變，現時教會對推銷或銷售行業都持正面的態度，看待向弟兄姊妹推銷產品的
事情較以前寬容，但大部份教會仍禁止或不鼓勵或不容許弟兄姊妹在教會內或透過教會人脈
關係主動積極地進行推銷的工作，甚至有些教會在這方面有明文或不明文的規定或指引。至
於有肢體主動向這些從事推銷工作的弟兄姊妹請教其產品或服務，一般教會都會接納及容許
的，但雙方要謹慎和留心處理，避免造成尷尬、誤解和負面的感受。而教牧同工更不宜為自
己或家人主動向肢體推銷或介紹產品或服務，因有自身利益的衝突，加上購買的肢體最後感
到後悔、不滿、埋怨或受騙的感覺，會造成教牧與信徒之間的矛盾和日後牧養這位肢體的困
難。雖然如此，這些事情都是很難禁止或控制，正如有些人返教會為了「識女仔，識男仔」，
需要信徒本身自律和自我檢視，按著聖經的教導，做應該做的事情。 

至於筆者對這方面的反思和看法如下： 

1. 推銷或銷售工作。 

這都是正當的職業及工作，這些職業及工作對教會或弟兄姊妹都會帶來正面的好處，尤
其是當教會或弟兄姊妹需要某些產品或服務的時候，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弟兄姊妹，會帶
來幫助和方便。正所謂「有好嘢梗係介紹給別人啦！」例如：當教會需要購買保險的時
候，都會請教相熟值得信任又從事保險行業的弟兄姊妹，甚至經過一輪程序之後，可能
會購買該肢體所提供的保單。正如筆者初入職沙田堂的時候，認識一些從事保險及基金
投資的弟兄姊妹，相處之後，發現他們成熟穩重，值得信任且很專業，故我請教他們這
方面的事情，最後也購買他們的保險和基金。至於筆者從不會主動或被動為家人朋友向
弟兄姊妹推介他們的產品，因這與我的身份有所衝突和矛盾，但當看見有些弟兄姊妹有
某些需要時，如殯儀、醫生、物理治療或旅遊等，筆者會提供建議或介紹，（下頁續） 

「講福音又講金？教會推銷啟示錄」。時代論壇第 1838 期，2022 年 11 月 20 日，頁 1-2。 
「美容院用磁石醫癌呃 500 萬元 警拘 11 女職員」。香港 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19438?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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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會鄭重聲明本人或教會與這些人或產品或服務，沒有任何利益關係，只是一個建議或
介紹，請他們多加考慮或「貨比三家」才作出決定。 

2. 推銷？幫助人？ 

從事傳銷或銷售工作的人，多以「幫助人」理念或口吻來作推銷或銷售的工作，但在幫
助之餘，也是涉及自身的利益，畢竟這是他們的工作，他們需要賺取金錢來生活。但筆
者認為每一個行業都有他們的專業操守和手法，其實「一味推銷」或「幫助人」在銷售
過程中或之後，購買者是清楚知道的。的確，有些推銷員為求達到目的，用盡所有方法
令客人購買，不顧及客人的利益、需要、合適和負擔能力，最後，只會令到購買者有後
悔和受騙的感覺。 

3. 教會場所不宜進行商業活動。 

教會場所是用來敬拜上主和肢體相交的地方，不是用來作商業買賣的活動，正如福音書
記載主耶穌在聖殿趕走做買賣的人，因為聖殿是用作敬拜和禱告上主的地方（可十一 15-
17）。從事保險行業的姊妹，在訪問分享她的工作，她認為在教會不應談保險，她的上
司曾提醒她們，不宜在宗教場合推銷保險，難道你會在喪禮派卡片？去飲宴時談保單？
即使對方真的有興趣，也應該另約時間去談。 

4. 銷售行為會容易令肢體之間的關係及相交複雜化，甚至會破壞彼此之間的關係。 

弟兄姊妹的關係及相交，本應是很單純和純真的，但一旦出現銷售行徑，除弟兄姊妹關

係外，立刻變成顧客及銷售者的關係，更重要是有些弟兄姊妹沒有心理準備突然變成顧

客的身份，並在相交過程感到突然、尷尬、壓力和疑惑，再者，若彼此涉及利益關係，

更顯得有點複雜和容易引起矛盾及糾紛。正如文章中有姊妹提及她突然收到一位久未聯

絡的前導師，又是執事的電話，關心她在隔離中的生活狀況，但在閒談之後，這位導師

向她介紹保險的產品，並相約她出來飯聚，在整個飯聚的過程中，除了開頭一輪關懷問

候之後，全程都是向她推銷保險，令她感到壓力，由於姊妹家人一早已為她購買保險，

她便明確的拒絕，故以此之後，對方亦再沒有聯絡，因此，姊妹感到很大的困擾、疑惑

和失望，究竟這位導師相約她的目的，是為了關心她，還是推銷保險？另外，有學者發

現有信徒可能因「情誼」的壓力或出於「幫人」心態而購買，並非他真正的需要或沒有

詳細評估他承擔風險的能力，故有很大的損失或承擔，當事人就後悔莫及和抱怨，這樣，

容易引起彼此間的矛盾和衝突，甚至破壞彼此之間的關係。 

5. 教會難於處理弟兄姊妹在銷售上或金錢上的糾紛。 

有時教會收到弟兄姊妹對某位從事推銷或銷售工作的肢體作出投訴時，希望教會介入或
作出評理時，教會是不容易面對這些投訴或糾紛，皆因在整個銷售過程中，只有銷售者
和顧客二人進行買賣或簽訂合約，中間可能沒有任何見證人或第三者，即是口同鼻拗，
故此，他們雙方各執一詞，正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究竟誰是誰非？教會
很難判斷和處理，不過，這些糾紛和爭吵造帶來教會負面的影響。 

無論如何，基督徒行事要謹慎，不要給魔鬼留地步，造成信徒之間及教會的傷害，我們
要按著聖經教導而行，正如使徒保羅勸勉我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弗四 1）並緊記你我之間是相信同一位主宰，祂是天地的主，「祂來要審判全地。祂要按公
義審判世界，按祂的信實審判萬民。」（詩九十六 13） 
 
 
 
 
 
 
 
  
 
 
 



 

 

          祟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梁亦璇 / 李偉禾 / 鄭詠怡 

 

讀  經                 創 28:10-19 / 太 3:3 / 創 28:10-19 

 

宣  道           未完待續的標記 / 你預備好未? / 未完待續的標記 

         

講 員             宋軍牧師 / 鄭嘉慧宣教師 / 宋軍牧師 

 

回  應                 親眼看見祢 / 請差遣我 / 平安的約 

 

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 謝駿麒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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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1/12 
午堂 

梁亦璇 宋軍牧師 
未完待續的標記 

(創 28:10-19) 
鄭嘉慧 沙少 – 錦儀組 

尹穎欣 

陳淑彥 黃美其 

2/12 
早堂 

李偉禾 
鄭嘉慧 
宣教師 

你預備好未? 

(太 3:3) 
呂彩嫺 

劉詠思 劉詠儀 
盧官妹 

吳泳霞 

陳偉業 黃麗𣶼 黎燕妮 

午堂 鄭詠怡 宋軍牧師 
未完待續的標記 

(創 28:10-19) 
王桂芳 

朱銘珊 方淑妝 方淑妝 

關錦榮 朱慕賢 甄國文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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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午堂 

梁亦珩 

陳弟兄 
絕處逢生 

（出 1 章） 

鄭詠怡 沙奮 – 恒組 
沈沛 

杜穗菁 李家琪 

11/12 

早堂 
蘇家淳 呂彩嫺 

盧官妹 張敏儀 
羅淑卿 

羅偉真 

李仕波 張敏儀 梁秀英 

午堂 葉智軒 謝駿麒 沙龍區 
高向陽 

黃素心 關錦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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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神學科副教
授宋軍牧師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
親自報答。 

3. 本堂行政幹事蔡碧翠幹事以個人理由向教會請辭，經堂委會了
解及溝通後接納其請辭，她的離職日期：2023 年 2 月 1 日，
謹代表教會多謝蔡碧翠姊妹多年來在本堂的殷勤忠心服侍，願
上主親自祝福並帶領你前面的路。 

4. 2023 年度堂委選舉已於 27/11 完成，兩位候選人均獲選。謹
此恭賀羅偉成弟兄、黃國誠弟兄，願主祝福他們的事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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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新華弟兄及曾美玲姊妹結婚典禮   
10/12/2022 (日) 下午 1 時 30 分， 

假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舉行， 

請大家禱告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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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22 年 11 月份堂會摘要 

1. 通過接納執事會建議 2023 年對外奉獻福音機構預算由$80,000 增至$90,000，獲

支持的福音機構共 9 間。 

2. 通過接納執事會建議刪除差傳基金下四個宣教基金的戶口，改為由差傳基金統一籌

款和直接撥款支持，由 2023 年開始實施。 

3. 通過 2022 年 9 月及 10 月份財政報告。 

4. 通過 2023 年度財政預算。 

5. 通過接納執事會建議 2022 年聖誕節洗禮的名單如下： 

成人洗禮：共 3 位 

王蕙卿（沙勉區），何艷玲（沙勉區）和劉泳雅（沙靖區）。 

嬰孩洗禮：共 9 位 

何望祈和何望意（父：何騰駿（沙旺），母：李詠斯（沙旺）） 

趙恩禧（父：趙展漢（沙靖），母：陳健樂（沙靖）） 

朱恩悅（父：朱瀚星（沙靖），母：老樂芝（沙靖）） 

歐陽誠德（父：歐陽冦麟（沙綠），母：陳永妍（沙綠）） 

陳予謙（父：陳灼輝（沙綠），母：黃偉娟（沙綠）） 

高愛嘉和高信溢（父：高輝文（沙 TY），母：林芳（沙綠）） 

曹希童（父：曹彥熹（沙龍），母：黃韻儀（沙龍）） 

6. 通過 2023 年度會友大會議程。 

7. 通過接納蔡碧翠幹事的請辭，她的離任日期：2023 年 2 月 1 日。 

8. 通過 2023 年沙田堂事工中心。 

9. 通過建議購置堂址的總預算由 1200 萬增加至 1260 萬，並提交會友大會議決。 

 

 

 

 

 

 

 

 

誠聘會計及行政幹事 

誠聘會計： 

本堂誠聘會計一名（全職或半職），須高中畢業，主要負責會計及辦公室行政等工作，

能獨立處理全盤帳目及製作報表，持 LCCI 1 或以上，熟悉運用 Excel，可休星期日。

誠聘行政幹事： 

誠聘行政幹事一名，須高中畢業，主要負責文字、雜務及崇拜等工作，須星期六及日

上班。重溝通和注重團隊精神。 

有意請將履歷電郵 stc@cccstc.org，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只作

招聘用途） 

mailto:stc@cccstc.org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安息之所 

曲、詞： Rademaker Daphne 中文譯：郭詠儀、葉芷欣 版權屬孵化箱事工所有/ Vineyard Music 

1.天是我寶座 地是我的腳凳 祢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 

有誰願意來聆聽我的心聲 哪裡是我安息之處 

2.天是祢寶座 地是祢的腳凳 我要為祢造何等的殿宇 

主我願意來聆聽祢的心聲 我心是祢安息之處 

副歌：在這裡 我心已為祢預備 我渴慕 祢住在我的心 

在這裡 我心是你安息之處 在這裡 我單單等候祢 

Worthy of it all 祢配得全所有 
曲、詞：David Brymer、Ryan Hall  中文譯：趙治德  版權約書亞樂團所有 

All the saints and angels bow before your throne 

All the elders cast 

Their crowns before the Lamb of God and sing 

Chorus：You are worthy of it all(X2) 

For from you are all things And to you are all things 

You deserve the glory 

**Day and night, night and day let incense arise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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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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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 

Give me Jesus 只要耶穌 
Written by Camaryn Avers, Oscar Gamboa, Gabriel Gamboa, & Abbie Gamboa. Copyright by UPPERROOM 

1.I don't want anything but You 

You're more than every dream come true  

All of the things I thought I wanted 

Don't come close to knowing You 

Now that I'm Yours and You are mine 

Our love is the secret that I find 

I'll spend forever in the pleasure 

I've found looking in Your eyes 

Chorus: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2. More than silver more than gold 

You are the treasure that I hold 

Now that I've tasted of Your goodness 

Nothing else will satisfy 

(I don't want anyone else I don't need anything else 

You are my one thing You are my one thing) 

1.除祢以外 我什麼都不要 

擁有祢 比所有夢想實現 還要好 

我自以為想要的一切 

都比不上 真知道祢 

我屬於祢 祢也屬我 

尋著了奧秘 那就是祢我之間的愛 

凝視祢雙眼帶來的喜悅 

我願永遠停留 

副歌：我要耶穌 我要耶穌 

   世上所有 我都可捨棄 

   世上所有 我都可捨棄 

2.勝過金銀 

祢是我緊抓不放的珍寶 

當我嚐過祢的美善 

別的一切 不再是我的滿足 

(我不求別的 我不要別的 

祢是我的唯一 最終極的唯一) 

親眼看見祢 
曲、詞：鄧淑儀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有祢 我生命不一樣 有祢 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 我不害怕困難 有祢 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 深處裏求告祢 祢在 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 我堅固避難所 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副歌：太陽還存 月亮還在 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 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曲、詞：Chris A. Bowater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耶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跪下在祢面前來敬拜 

耶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也承認祢是主 

副歌：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懇求聖靈指教我 耶穌基督是主 

聖潔歸於那位永世君王 
詩集：傳耶穌 6，3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聖潔 歸於那位 永世君王 聖潔 歸於祢名 我要高唱 

2.我愛祢 愛祢真道 愛祢聖名 我愛祢 一生一世 我要宣告 

副歌：聖潔 歸於主耶穌 聖潔 歸於主祢 

聖潔 歸於主耶穌 聖潔 歸於主祢 

歌頌 
曲、詞：胡本琳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祢用真理和亮光 引導我回到祢的殿中  

我就走到祢的祭壇 到我最喜樂的神面前 

當我定睛仰望祢 我的心不再憂悶煩躁  

我要稱頌讚美祢 祢是我的救主 我幫助 

副歌：神啊 我的神啊 我要彈琴歌頌祢 神啊 我的神啊 我要彈琴歌頌祢聖名 

神啊 我的神啊 我要彈琴歌頌祢 神啊 我的神啊 我要彈琴歌頌祢聖名 

復興聖潔(粵語) 
詞：王家峰 曲：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 願祢復興我 心中的聖潔 使我心完全潔淨 賜我重新有正直的靈 

主 願祢復興我 心中的聖潔 將我分別為聖 作祢榮耀尊貴器皿 

副歌：我的身體今已為祢預備 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我的生命只願為祢而活 榮耀祢名 

我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一生高舉基督的聖名 

請差遣我 
曲：吳秉堅、詞：吳秉堅、梁沃厚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感慨 造物與尊貴 褪色 墮落 變更 百載磨練 律法指引 未夠銳變這罪民 

主卻降世 掛十架成贖祭 已粉碎罪權勢  

頃刻間會驟見天國來臨 誰可替我預告 

2.驚歎 叛罪與歪理 已消耗盡眾生 痛心世間尚有萬民 十架大愛總未聞 

天國巳近 世代快成絕韻 要甦醒真愛心 

天天的努力去搶救靈魂 誰可替我做到 

副歌：請差遣我 替祢宣告 祢是神 誰亦需要 悔改歸向 神治國度 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 替祢宣告 全地每一顆心都願歸祢 成為活祭 見證真理 請差遣我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全然向祢 
曲：游智婷 詞：李信儀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當讚美的旋律響起 我的心全然向祢 

當聖靈的恩膏滿溢 我的靈不再封閉 

讚美的輕泉 如春雨沐浴 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 如雪花飄逸 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副歌：我要開口向祢讚美稱謝 永永遠遠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稱謝不已 

我要欣然向祢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腳步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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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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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來到祢面前 
版權不詳 

我要來到祢面前 祢有生命話語 我要來到祢面前 祢是道路 

我要來到祢面前 祢是生命之光 我要來到祢面前 因祢是主 

親眼看見祢 
曲、詞：鄧淑儀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有祢 我生命不一樣 有祢 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 我不害怕困難 有祢 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 深處裏求告祢 祢在 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 我堅固避難所 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副歌：太陽還存 月亮還在 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 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平安的約 
曲、詞：方文聰  版權屬 Worship Nations X 玻璃海樂團所有 

看 我們都有限 主 才是可倚靠 

不論白晝夜間 慌亂與驚嚇 我必飛奔於全能者蔭下 

副歌：投靠祢的已躲於祢懷內 瘟疫不會終止祢的愛 

救我脫離了驚恐 立平安的約 在急難裡 祢與我同在 

投靠祢的已棲身翅膀下 保護我們必不怕遭害 

住在我們至高者 隱密處 才發現祢 真實的同在 賜屬天平安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四日（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員：宋軍牧師 
講題：未完待續的標記 
經文：創世記 28:10-19 

10. 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 
11. 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裏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

在頭下，在那裏躺臥睡了。 
12. 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 
13.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14. 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

的後裔得福。 
15. 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裏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

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 
16. 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這裏，我竟不知道！」 
17. 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門。」 
18. 雅各清早起來，把所枕的石頭立作柱子，澆油在上面。 
19. 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 

大網： 

一、 逃難經過之地（vv.10-11） 

二、 上帝顯現之地（vv.12-15） 

三、 生命轉變之地（vv.16-19）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四日（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題： 未完待續的標記 講員： 宋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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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四日（週日早堂） 
講員：鄭嘉慧宣教師 
講題：你預備好未? 
經文：馬太福音 3:3（和修版）  

３. 這人就是以賽亞先知所說的：「在曠野有聲音呼喊着：預備主的道，修直他
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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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四日（週日早堂） 

講題： 你預備好未? 講員： 鄭嘉慧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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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堂 2022年第四季裝備站課程 

「關懷探訪訓練」學習班 

「關懷探訪訓練」，除了學探訪外，還可以全方位了解如何關心💖長者，本週日(4/12)開班

啦！感恩現仍可報名參加，隨時加入及即場或網上報名，約埋弟兄姊妹參加，一起學習💪🔥： 

日期：4/12/2022-19/3/2022（週日）                         

時間：下午 2:00-3:30 

導師：羅偉真執事 

地點：博康 NO.5 

學員要求：有志於學習和實踐關懷探訪 

或看顧長者的陪伴者/親屬  

費用：$20 

查詢：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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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3WuCBbu 

隨時加入
及報名 

http://bit.ly/3EIgJCH 

網上報名： 

網上報名： 

https://bit.ly/3WuCB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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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明年 2023 年沙田堂事工中心禱告，全年主題：共聚．共證，讓我
們在這動盪的世代中，信徒之間能彼此連繫、相聚、支持和同行，讓我們

滿有力量共同在這世代中見證上主。 

2. 為教會明年的社區服侍工作禱告，尤其是能推動弟兄姊妹一同參與，讓
教會在這社區中服侍有需要的人，又讓社區人士能透過我們認識上主和

認識福音。 

3. 為教會的差傳小組禱告，求主讓小組成員能夠有智慧制定教會的差傳策
略和原則，也能推動弟兄姊妹關懷普世宣教的需要和關心本堂宣教士的

情況，讓宣教的火繼續在本堂延續和焚燒。 

4. 為將於今年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中有 3 位肢體接受成人洗禮，9 位嬰孩
接受嬰孩洗禮，求主祝福他們，讓他們在主愛中成長，滿有基督長成的

身量。 

5. 為新堂佈置小組成員禱告，求主給他們聰明和智慧，要按著教會的需要
和預算來裝修新地方，務求新地方的裝修能符合教會的用途和發展。 

同工： 

1. 請為蔡碧翠幹事禱告，現忙於做好畢業功課、教會手頭上的工作作及計
劃日後自己前路，求主保守及指引前路。 

2. 請為蔡榮欣幹事禱告，求主在未來事奉上，需要更多力量來應付不同大

少事情，排除萬難，近難而上。 
肢體： 

1. 請為沙勉區龍甜姊妹代禱，她最近確診新冠，症狀輕微，有燒和咳咳，精

神仍算好，現正入住醫院接受治療。求主保護醫治她，快快康復！ 
2. 請為沙奮區曾美玲姊妹與文新華弟兄將於 10/12（六）結婚代禱，求主讓

他們以禱告進入主婚盟的關係，願神保守當日一切順暢！求主預備他們

身心靈進入人生新階段，經歷主的恩典和愛，建立以耶穌為主的家庭，
見證主的榮美。 

香港： 

1. 為香港的疫情禱告，雖然本港防疫措疫放寬，市民生活開始回復軌道，
但每天仍有數千宗確診個案，表示香港疫情未能完全控制，求主憐憫及

保護香港市民，尤其是老幼和長期病患者。 

2. 為香港貧富懸殊禱告，最近樂施會調查報告顯示，香港在新冠疫情下貧
富差距擴至逾 47 倍，表示這情況在疫情下越來越嚴重，求主憐憫和要特

別看見社會中的弱勢和貧窮人士，也求主讓香港教會關注這情況，並以

行動關懷香港的貧窮人，向他們見證上主的慈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