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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網上崇拜播放時間：星期日下午 2:30    facebook @ cccstc.official 

崇拜重溫：星期日晚上直至下星期三早上十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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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沙田培英中學一樓禮堂 
 

堂 主 任：佘健誠牧師 宣教師：呂彩嫺宣教師、黃慧貞宣教師、 

牧    師：王桂芳牧師、陳智衡牧師、 鄭嘉慧宣教師 

           鄭詠怡牧師、謝駿麒牧師 執   事：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 

行政同工：蔡碧翠、蔡榮欣 司徒麗燕執事、莫苑萍執事、林偉漢執事 

 工   友：張嘉輝、關自力、袁麗兒、李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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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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敬拜： 連皓晴區長 講     員： 王桂芳牧師 

襄     禮： 林德瑩、莫苑萍、羅偉真、

林偉漢、鄭嘉慧、呂彩嫺、 

李偉禾、鄭俊文 

司  事  長： 羅偉成 

司     事： 黃素心、陳淑彥 

兒童小組： 黃慧貞 場務經理： 謝駿麒 

招     待： 何強華、羅淑卿、郭寶賢、陳少英、麥永強 

崇 拜 禮 儀 

預備主道  

宣  召........................ 路加福音 席  主............................2:14  

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

悅的人！ 

敬  拜 ........................................................................... 主  席 

揚聲唱哈利路亞 
Songs and Lyrics：Melissa Helser、 Jonathan David Helser Copyright by Bethel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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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盡我的全心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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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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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揚聲讚美** [揚聲唱哈利路亞(X4)] 

普世歡騰 
詞：清泉 曲：George F. Handel  

1.普世歡騰 救主降臨 全地接祂為王 

萬心為主 預備地方 宇宙萬物歌唱 宇宙萬物歌唱 宇宙 宇宙萬物歌唱 

2. 普世歡騰 稱衪是王 全地跪拜頌唱 高山宣講低谷說述 曠野高歌深海舞蹈 

日日夜夜奏起 遍地萬物和應 但凡祂手所創造響起歡笑 

3. 終止一切哀傷罪尤 拆毀仇敵詛咒 降雨祝福乾枯罕地 傾出光輝扭轉暗夜 

潤澤萬族國土 照亮地極絕處 這晨星高掛照耀天邊海角 

4. 恩典真理 掌管這地 眾心合一認證 祂恩手彰顯公與義 

祂的愛釋放的美善 讓絕望現曙光 讓愁煩全盡掃 願同分享主偉大深刻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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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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貴十架 
曲：曾祥怡 詞：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耶穌 我感謝祢 祢的身體 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 進入光明國度 使我再次能看見 

主耶穌 我感謝祢 祢的寶血 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 醫治恩典湧流 使我完全得自由 

副歌：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 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 是祢所立的約 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詩班獻詩) 神賜喜樂歌 God rest your merry gentlemen 
詩集：普天頌讚，129 版權屬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 

1.God rest your merry gentlemen, Let Nothing you dismay 

Remember Christ, Out Saviour Was Born on Christmas Day 

To save us all from Satan’s power When we were gone a stray. 

2.For God, our heavenly Father, A blessed angel came. 

And unto certain shepherds Brought tidings of the same. 

How that in Bethleham was born The son of God by name. 

Refain: O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comfort and joy 

O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Amen 

3. 那位天使對牧人說 你們不要驚慌 有一童女今日生子 祂是救世君王 

祂使那信靠祂的人 脫離撒但捆綁 

4. 普天之下 萬國萬民 同來讚美上主 以誠以愛 互相攜手 情誼深似手足  

神聖節令基督降生 萬民蒙恩得贖 

副歌：好佳音賜平安快樂 平安快樂 好佳音賜平安快樂 阿們 
 
 
 

（請 3-12 歲兒童前往學生活動中心參加兒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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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主道  

證  道 ...... 生命因祢精彩（太 1:18-25 約 10:10 下） ..... 王桂芳牧師 
 
馬太福音 1:18-25 

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

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 

19. 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 

20.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

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 

21.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

裏救出來。」 

22.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23.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

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24. 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 

25. 只是沒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約翰福音 10:10 下 

10.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奉  獻 ........................................................................... 會  眾 
 

全因為祢 
曲、詞：西伯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所有 

常言道 人生像演戲 回看這生精彩因有著祢 

人在世 永恆何在 或如流星閃耀掠過 是祢令我人生找到靠依 

死蔭幽谷中 祢伴我過渡 歡欣裡 風光裡 祢共我同在 

當身處孤單傷痛 祢擁我入懷 祢是我神 是我奇妙救恩 

副歌：全因為祢 令我一生都佳美 祢令我生命從空虛化做傳奇 

無論我壯如紅日 或如黃昏般漸漸老 是祢令我如鷹般高飛 

全因為祢 令我一生都佳美 祢令我生命從空虛化做傳奇 

唯獨祢是我拯救 我總不至死 直到永遠 從心底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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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禮  

成人水禮願詞 ................................................................. 佘健誠牧師 
 

你們今天既然願意在會眾面前領受水禮，作你們藉基督歸服上帝的

證明，也當在眾人面前，說明你們對上帝的誓約。 

問：你是否承認上帝為你的天父，耶穌為你的救主，聖靈為你的保 

惠師呢? 

答：是。我承認。 

問：你是否應許將自己獻與基督耶穌，認祂為救主，以祂為榜樣， 

按祂所說盡心、盡意、盡力，愛主上帝，又愛人如己，為生活的準

則呢? 

答：是。我應許。 

問：你是否應許按著上帝，在新舊約裡所交託你的真道，盡力保守 

並宣揚呢? 

答：是。我應許。 

問：你是否應許常常祈禱、讀經、默想等，作靈修工夫，親近上帝 

呢? 

答：是。我應許。 

問：你是否應許竭力盡忠教會，遵守沙田堂誓約呢? 

答：是。我應許。 

嬰孩水禮願詞 ................................................................. 鄭詠怡牧師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帶這兒童前來領受水禮，是否鄭重的應許，

將教導他的事，作為你們的權利和義務，教導他，成為上帝的兒

女，教他知道信靠和認識上帝是智慧的開端；教他敬愛上帝，終

身服事他？你們要照著聖經，教他走上善良和誠實的道路，認識

天父，使他能照著耶穌基督所啟示的，離開罪惡，愛好公義。你

們非但要用上帝的聖言教導他，並且要用忠實的生活，做聖善的

榜樣，竭力向他啟示上帝的恩慈，這恩慈能教他脫離罪惡，在勞

苦工作中，加添他力量，在試探和憂愁中，安慰他，最後引他得

到永恆的生命。 

問：你們是否應許呢? 

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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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詞 ........................................................................ 鄭詠怡牧師 

請聽馬可所寫福音書的話：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門徒便責備那些人。

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上帝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上帝國

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聖  禮 ...................................................... 佘健誠牧師/鄭詠怡牧師 

 二零二二年聖誕節主日洗禮新葡芳名： 

何艷玲（沙勉區） 

王蕙卿（沙勉區） 

劉泳雅（沙靖區） 

 二零二二年聖誕節主日嬰孩洗禮芳名： 

高愛嘉、高信溢（高輝文林芳夫婦之子女） 

何望祈、何望意（何騰駿李泳斯夫婦之子女） 

趙恩禧（趙展漢陳健樂夫婦之女） 

朱恩  （朱瀚星老樂芝夫婦之女） 

歐陽誠德（歐陽冠麟陳永妍夫婦之子） 

陳予謙（陳灼輝黃偉娟夫婦之子） 
為免影響洗禮儀式之進行，請各來賓及弟兄姊妹勿離開坐位拍照， 

本堂特設專人為各洗禮者拍照留念。 

歡 迎 禮 ........................................................................ 李偉禾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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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餐 ........................................................................ 鄭詠怡牧師 

   聖餐儀節（區會） 

宣  告.................................主禮牧師.............................眾  坐 

我們今日舉行聖餐，歡迎所有已領受水禮者，不分宗派

種族之弟兄姊妹，同來領受主恩。 

獻  心........................主禮牧師啟，會眾應......................眾  坐 

啟：我們今在上帝鑒臨之下，舉行聖餐典禮，我們 

要向上帝發聲呼求，祂必留心聽我。 

應：上帝阿，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尋求你，在 

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啟：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從 

祂而來。 

應：上帝阿，我在你殿中，想念你的愛。 

邀  請......................主禮牧師誦「邀請文」...................眾  坐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若真實悔罪，與人親愛和睦，立

志自新，從今以後，遵主的命令，行主的聖道，就當存

信心前來，領這聖餐，得受安慰。我們應當先在無所不

能的上帝面前，恭敬低頭認罪。 

認  罪..............主禮牧師邀請眾同誦「認罪文」.............眾  坐 

無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穌基督的父，創造萬物，審判 

萬人的主，我們素來所想的，所說的，所做的，都有過 

惡，得罪上主，干犯主的聖怒，現在我們悲傷哀痛，承 

認所犯的罪，我們因為這些罪，深深懊悔，思想我們的 

過惡，心裏憂傷，求慈悲的父，憐憫我們，為聖子我主 

耶穌基督，赦免我們的罪，又賜恩典，叫我們從今以後 

改過自新，遵主的聖意，服事主，將尊貴榮耀歸與主的 

聖名，這是靠主耶穌基督名求的，阿們。 

赦  罪.................主禮牧師誦「求主解罪文」.................眾  坐 

無所不能的上帝，我們的天父；主曾發大慈悲，應許將 

赦罪的恩，賜給誠心悔罪，真實信靠主的人。現在求主 

憐憫我們，赦免我們，救我們脫離所犯的一切罪惡；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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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我們，堅固我們，使我們勇於為善，能得永遠的生命 

。這是靠我主耶穌基督求的！阿們。 

安  慰..................主禮牧師誦「安慰經文」...................眾  坐 

請聽聖經上對謙卑懊悔的人所說的話：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 

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贖罪祭，不單是為我們的 

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約壹 2:1-2）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 

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 1:9）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 

切信祂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祝聖／施餐.............................主禮牧師.............................眾  坐 

無所不能的上帝，我們的天父，為要救贖我們，曾發大 

慈悲，使獨生聖子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 

十字架上，獻上己身，為世人作完全的贖罪祭，只這一 

次。祂又設立聖禮，叫我們常記念祂受死，並在福音書 

上，吩咐我們常常奉行，直到祂再降臨的時候。現在我 

們恭敬祈求慈悲的父，應允我們的禱告，賜給我們恩典 

，使我們遵依聖子救主耶穌基督的命令，記念祂受死遇 

害，領受主所賜的這餅和杯，就是領受祂的聖體寶血， 

又求你賜下聖靈，使餅和杯分別為聖，使凡領受基督聖 

體寶血的人，與主結連，合而為一。主耶穌被賣的那一 

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你們拿著吃，這 

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 

記念我。飯後，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 

們都要喝，這杯是我立新約的血，為你們和眾人免罪而 

流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我現你的僕人，謹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在此舉行 

聖餐儀節，願主鑒臨賜福。阿們。 

分  餅......................主禮牧師誦「分餅文」..................眾  立 

耶穌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現在請大家 

一同吃，記念主為我們捨身，應當心內順服，感謝，然 

後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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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杯......................主禮牧師誦「分杯文」..................眾  立 

耶穌說：「這是立新約的血，為你們免罪而流的。」現 

在請大家一同喝，記念主為我們流出寶血，應當心內順 

服，感謝，然後領受。 

祈  禱................................主禮牧師.............................眾  立 

家事分享 / 祝福 .............................................................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請家長前往一樓活動室接回參與兒童小組之子女）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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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大會將於 15/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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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節省郵費，只將於下
星期三郵寄或電郵通知信給弟兄姊妹，而通知書內附有二維
碼，大家可透過二維碼索取會友大會資料，並請各位弟兄姊
妹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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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堂信仰守則 

1.信奉三位一體的真神。 

2.信仰基督耶穌為贖罪之救主，為教會之基礎；以基督之國，普建

於世為目的。 

3.接納新舊約聖經為上帝之言，由靈感而成，為吾人信仰及本分無 

 上之準則。 

4.承認使徒信經堪以表示正宗教會共信之要道。 

 5.願意經常靈修，熱愛教會，傳揚福音。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

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

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

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主 禱 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

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

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好像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

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

永遠。阿們。 
    

沙田堂會友誓約 

1. 我願意保守教會的合一。 

2. 我願意同擔教會的責任。 

3. 我願意參與教會事工。 

4. 我願意支持教會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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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救 見 證 
 

沙勉區 何艷玲 

  未信主之前 ，我拜祭祖先，對人對事都好執著，好緊張，對自己沒有信

心，天天打麻雀。 

信主經過是：我兒子和新抱是沙田堂的會友，信主多年，在沙田堂有服侍，

我看見他們信了耶穌有美好的見證，一家四口樂也融融，很喜樂，很開心，家

庭十分和諧，與我們的關係也很好，我非常羨慕，我也很想得到這份喜樂，很

想認識這位耶穌。 

在疫情期間，我患了胃酸倒流，整個人經常不適，情緒十分低落，影響睡

眠，有時要坐著才可入睡，真的生不如死，人生失去了動力和盼望，就在這個

時候，我的兒子和新抱鼓勵我返沙田堂，我很想得到這份喜樂，因此 2021 年

我返了沙田堂，感謝神，我返到沙田堂時聽著詩歌，歌詞讓我感到舒服一點，

我很喜歡沙田堂的敬拜，就是這樣我繼續返沙田堂認識耶穌。 

感謝神差派牧者來探訪我，講解耶穌的道理給我認識，其後我參加了小組

查經班，我很喜歡神的話語，我很認真學習，很想認識和了解更多有關耶穌的

事蹟。又感謝神，我在教會認識到一位姊妹，一起在信仰上學習、追求、互相

扶持，互相鼓勵，彼此成為了知己。直到去年聖誕牧者再次與我傾談信仰，鼓

勵我決志信主，我認識耶穌多了些，我覺得很真實，因此我願意決志信主，接

受耶穌為我個人的救主，多謝祂的寶血洗淨我的罪， 為我受死且釘在十字架

上，我願意認罪悔改，一生跟隨祂，願意將生命的主權交給祂，一生依靠祂，

永不改變。 

後來，我得知自己患的不是胃酸倒流，原來是焦慮症，每天早上身體的肌

肉非常繃緊，下床和出門都非常困難，我開始在生活上學習祈禱和依靠主，我

學習清晨讚美主， 靠著主學習放鬆肌肉，又求主讓我可以過著一個正常人的

生活，早日痊癒，滿有活力，可為主多作主工。感謝神，祂聽我的祈禱，我在

祈禱中得到很多安慰和力量，又有牧者和弟兄姊妹支持，雖然病情還未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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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深信主聽了我祈禱和與我同工。 

信了耶穌之後，我再沒有拜祭偶像，只一心一意認識和跟隨耶穌，也再沒

有打麻雀了。我整個人開心了，心情舒暢了，又沒有那麼執著和大發脾氣，家

人都說我信了耶穌改變了很多。除此之外，與兒子一家的關係，原本已經很好，

但信耶穌之後我們的關係比前還更好，更開心，更親密和更多溝通，感謝主，

哈利路亞讚美主，賜我家恩福。 

沙勉區 王蕙卿 

未信主之前，我經常拜祭祖先，對人對事都好執著，對自己沒有信心。 

我信主的經過是：年幼時，我已聽過耶穌，但沒有信。我兒子和新抱都是基督

徒，經常約我去飲茶，每次飲茶都誠懇地邀請我去教會，幾年來我也跟兒子去

過數次教會，但也是沒有信。直到有一次，我的鐘點工人邀請我出席一個藝人

佈道大會，那位藝人分享她的未婚夫得了癌症，當時醫生判斷他只有一年壽

命，她憑著神無比的大愛，仍然願意嫁給患癌症的他，其後她的丈夫得到神奇

妙的醫治，且活到現在，實在太奇妙，整個分享非常感人，讓我看到真實的信

仰活現在眼前，正當牧者呼召人上台前決志信主時，我內心非常爭扎，但到了

最後我亦下定了決心，在這次佈道會決志信主耶穌。 

  信主後，我去了神召會聚會，可惜幾年以來我的信心不堅定，不敢洗禮，

因為一方面我返教會，但另一方面我又拜祭祖先和偶像，因為我怕得罪它們，

又怕它們不喜歡我信耶穌，所以繼續每天奉上香燭，每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

的兒子就將我奉上的香燭全部拔去，真被他氣死。 

  直到 21 年的 5 月我患了乳癌，整個人生跌進谷底，情緒非常低落，每日

以淚洗面，我沒有返教會了，但有時常祈禱，我祈求主醫治我給我長壽 10年。

我也沒有外出，不想見任何人，拒絕任可人的探訪，也拒絕牧師的探訪，家人

看見我這個情況也非常擔心。後來住得頗偏遠的幼妹，長途跋涉來找我，邀請

我外出飲茶，我們會面了七至八次，她真是我的小天使，是神差派她來安慰和

鼓勵我的。 

感謝神！給了我一個手術快期，可在 6 月 10 日在北區醫院做手術。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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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推我進入手術室時，我非常擔心和害怕，我對神說 :「神阿！你與我同在，

你帶我入也一定要帶我出來阿！」，手術做了 8個小時，終順利完成，但仍昏

迷，要靠氧氣機呼吸，由於身體和呼吸都非常虛弱，在迷迷糊糊中我聽見有人

在說話，「必定要叫醒她，叫她自已呼吸……」，我嘗試呼吸，但非常困難，

我用盡全身氣力，也不能呼吸，就在這個時候，有一股力量賜給我，我終於可

以自己呼吸和清醒過來，我深信這股力量不是靠我自己的，是神賜給我的。這

個病讓我深深地經歷神的拯救、大能和醫治，我願意全心全意信靠主，接受耶

穌成為我生命的救主，不再拜祭其他偶像，認罪悔改，專心敬拜獨一的主。 

堅定跟隨主後，我對人對事已沒有那麼執著，人也開朗了，很想將自己的

經歷向別人分享，讓更多人知道耶穌在我身上作了奇妙的事。其後，我兒子帶

我返沙田堂崇拜，我在這裡很喜樂，很平安，很認真學習查考聖經，靠主有信

心，願意洗禮加入沙田堂，一生跟隨耶穌。 

沙靖區                                                     劉泳雅 

還記得小時候的我非常膽小怕事，害怕聽鬼故事，常常不敢關燈睡覺，這

種恐懼感一直圍繞著我，直到中學的時候，朋友帶我去她的教會參加崇拜，開

始認識耶穌基督，心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在一次崇拜的聚會中，決志相

信了主。在信主之後，我的內心多了一份安定感，即使感到害怕的時候也可以

向神禱告，靠著衪克服內心的恐懼，和家人的相處也比以前和睦。   

自從媽媽的身體狀況轉差，經常去醫院覆診，她的情緖也十分低落，那時

有一位神學院的學生耐心地和她聊天，媽媽對他傾訴了很多內心的感受，讓我

感到神好像慢慢地開啟她的心，後來她更願意和我們一起祈禱，雖然未能參加

姐姐的浸禮，但是這一點點的轉變也讓我相信神在帶領著她。 

幾年前，媽媽因為急病進了醫院，醫生對我們說情況不是太樂觀，勸我們

要有心理準備，當時我的腦一片空白，沒料到情況會轉變得這麼突然，那時她

仍然未決志信主，於是我禱告神求祂給媽媽多一點的時間，也希望可以讓她在

這段時間能經歷到神的同在。在深切治療部期間，媽媽仍然是昏迷的狀態，正

當我們覺得很無助的時候，醫生說她暫時清醒了，很感恩，在牧師的見證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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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完成了決志，之後她的病床被送到一個靠近窗的位置，那裡看到很美的太

陽和天空，我感覺到媽媽很欣慰，雖然她最後離開了我們，但我知道她深深感

受到神對她的那份愛。 

在這次的經歷上，神陪伴我們一家度過艱難的時光，讓我體會到衪的慈愛

和憐憫，感謝醫院裡的院牧、護士和醫生對媽媽的照顧和關懷，這一切也是神

的恩典，而令我感受最深的是神給予我很大的力量去面對這次的經歷，也改變

了我對生命的看法，學懂珍惜所有，每當我感到無助和懼怕時，祂的經文總會

安慰我，就如衪說的「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

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 4:7） 

希望未來在人生的道路上學習更多倚靠神，尋求祂的帶領，相信每一步也

有衪的心意，因為「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 : 

16:9）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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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 
午堂 

鄭韻莉 

佘健誠 
牧師 

共聚．共證 
（徒 2: 46-47） 

呂彩嫺 沙少 - 志明組 

陳錦儀 

李詠彤 蕭天怡 

1/1/23 
早堂 

鄭嘉慧 鄭詠怡 

李仕波 張杏芝 
莫穗梅 

羅偉真 

陳偉業 梁秀英 黎燕妮 

午堂 莫苑萍 謝駿麒 沙星區 

羅偉成 

黃素心 關錦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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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後拍照位置安排 
 

一樓禮堂 
 

講台 
 

 (勉) 何艷玲 

高愛嘉、高信溢 
 (勉) 王蕙卿 

 

     

 
(旺) 何望祈、何望意  (靖) 劉泳雅 

 

     

 
(綠) 陳予謙  (靖) 趙恩禧 

 

 
   

 

 
(綠) 歐陽誠德  (靖) 朱恩 

 

 
 

 

 

沙田堂崇拜聚會 

時段 時間 地點 

週六午堂 4:30pm 沙田博康邨博康幼稚園禮堂 

週日早堂 9:00am 沙田博康邨博康幼稚園禮堂 

週日午堂 11:00am 沙田禾輋邨沙田培英中學 1樓學生活動室 

週日兒童小組 11:00am 沙田禾輋邨沙田培英中學 201-2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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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堂牧區介紹 

牧區 牧區介紹 

沙勉區 年長者、婦女及退休人士 

沙望區 成青人士(包括夫婦、在職約二十五年或以上) 

沙星區 職青人士(包括夫婦、約在職超過二十年或以上) 

沙龍區 職青人士(包括夫婦、約在職超過十五年或以上) 

沙宣區 職青人士(包括夫婦、約在職超過十五年或以上) 

沙泉區 職青人士(包括年青夫婦、約在職八年或以上) 

沙約區 職青人士(包括年青夫婦、約在職八年或以上) 

沙旺區 職青人士(包括年青夫婦、約在職八年或以上) 

沙靖區 職青人士(包括年青夫婦、約在職五至七年) 

沙綠區 職青人士(剛出來工作、在職五年以下) 

沙奮區 大專及大學及初職 

沙 8區 大專及大學及初職 

沙少區 中一至中六 

沙苗區 小六或以下 

~ 歡迎赴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