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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送出，祝身體健康！                             鄭嘉慧宣教師 

自從得悉由一月八日起中港兩地入境檢疫隔離政策將會有所調整之後，許多市民隨
即開始忙於預約申請相關證件、訂購票務；而商界則期待生意復興、經濟復甦。筆者腦海
瞬間泛起過去民間一些瘋狂搶購生活用品的畫面。心想：我們都已經歷五波疫情了，自問
不是對自己家中需儲備甚麼藥物、多少斤菜肉和水果等生活用品都瞭如指掌嗎？為何心
中仍有一絲不安和擔憂？為何仍有衝動想提早入貨，快人一步買個安心、買個保險？ 

最近掀起藥物炒賣潮，多區都在搶購某些品牌的止痛退燒藥，價錢翻倍，有些藥房居
然以天價出售，惹來網民熱議。不過也有良心藥房願意以正價售賣藥物，有市民得悉便趕
往排隊並成功購買後感到非常興奮。當大家都在熱論市面上的撲熱息痛等藥物供不應求
之際，網上某個關注組的街坊卻表示願意免費贈藥；然後又有網民表示願意送出 100 盒
的快速抗原測試套裝，並親手在每一盒物資上寫上祝福字句：「免費送出，祝身體健康！」
這種溫暖行動為這個空虛混沌的世界帶來了一點點的暖光。 

筆者想起舊約記載了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在收割初熟莊稼時的律例:「在你們的地收割
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
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十九 9-10)、「你在田
間收割莊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這樣，耶和華─你
神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
居的與孤兒寡婦。你摘葡萄園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
(申廿四:19-21)。 

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透過這些行動來記念他們曾在埃及作過奴僕並被欺壓的日子。
因此在他們收割莊稼的時候，上帝要求他們需要顧念窮人和寄居者的需要，不可割盡田地
的角落、倒要將上帝賜給以色列人的福氣留一些給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糧食，如橄欖油、
葡萄酒等等都是以色列人基本的日常需要，上帝教導祂的子民在收割的時候要遺留一捆
在田地裡、不可盡都收取；又或在收割橄欖時，枝上剩下的橄欖留下、不要取盡，要留下
一些給有需要的人享用。因此，每當我們相聚和一起去敬拜上帝時，除了因為我們是上帝
的子民之外，上帝也正在透過我們這個彼此相愛的群體，來讓人知道我們是主耶穌的門徒 
，我們透過各種美好的見證來吸引人認識主。所以每當我們身處社會各種搶購風氣之中
時，我們除了忙著為家中增添所需之物之外，我們是否願意為一些有需要的人而選擇留下
一些福氣給他們? 當我們滿載上帝的恩典時，是否有想起我們手上的恩典是白白從上帝
那裡得來的，我們也願意白白施予給身邊有需要的人嗎? 新的一年如果我們想經歷豐盛
的一年，我們要做的不是拼命地去賺取以致獨佔更多資源，而是學習在享受上帝恩典的同
時，我們也樂意張開我們的手、將上帝所賜給我們的福氣，也白白與身邊有需要的人一同
分享！祝大家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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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祟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梁亦珩 / 陳文豪 / 何啟康 

 

讀  經                            路 9:51-62 

 

宣  道                            走不易的路 

         

講 員                         陳智衡牧師 

 

回  應              此生順服 / 十架的冠冕 / 主祢是我力量 

 

家事分享及祝福       謝駿麒牧師 /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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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午堂 

梁亦珩 

陳智衡 
牧師 

走不易的路 
(路 9:51-62) 

黃慧貞 沙綠 - 上行組 

沈沛 

杜穗菁 陳青汶 

15/1 
早堂 

陳文豪 呂彩嫺 

李仕波 羅合群 
莫穗梅 

吳泳霞 

陳希晴 劉詠思 黃麗𣶼 

午堂 何啟康 王桂芳 

吳澤甜 姜群歡 何錦培 

鄭貴田 江樹棠 林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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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午堂 

梁亦璇 

王桂芳 
牧師 

拯救到底 
的福音 

(路四 16-21、
賽 61:1-3) 

鄭嘉慧 沙 TY - 珊組 

譚兆恒 

陳淑彥 黃美其 

22/1 
新春 

聯合崇拜 
鄭詠怡 謝駿麒 

羅合群 陳連志  
彭寶珠 

吳泳霞 

林德瑩 李偉禾 張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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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駿麒牧師於 15/1（日）前往明道堂証道，請記念。 

3. 下週日 22/1 為大年初一，當天早堂及午堂將聯合為一堂新春崇拜，早上

九時在博康幼稚園舉行。請周日午堂弟兄姊妹移師往幼稚園參與新春崇

拜。週六午堂崇拜如常舉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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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donation2023 

2023 年會友大會 

1. 本堂定於 15/1/2023(主日) 早上 11:30 後 於培英中學一樓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2023 年

度週年會友大會，敬請本堂會友出席參加，並誠邀關心本堂事工的弟兄姊妹列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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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會友大會通知書已郵寄或電郵給會友，請查閱信箱，如仍未收到，請聯絡辦公室。會友

可於崇拜後到招待處索取會友大會小冊子，包括：2022 年週年回顧，2023 年事工計劃

及財政預算 

3. 會友大會當日(15/1)的崇拜安排：週日午堂崇拜會提早於早上 10:00 開始，週日早堂不

變早上 9:00 於博康幼稚園舉行。 

https://bit.ly/stcdonation2023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更多尋求祢 
曲：Kari Jobe 中文譯：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更多尋求祢 更深尋見祢 更深尋求祢 就更加愛祢 

副歌：我渴望坐在祢腳前 飲祢杯中的活泉 

在祢懷中 感受祢 心跳聲音 

愛深不見底 讓我承受不起 我融化在祢 屬天的安息 

生命在於祢 
曲：Daniel Gradner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生命在於祢主 力量在於祢主 

盼望在於祢主 在祢 在於祢 (x2) 

我要以生命來讚美祢 我要盡全力來讚美祢 

全心讚美祢 全力讚美祢 我的盼望在於祢 

No Longer Slaves不再被奴役 
Written by Jonathan David Helser, Brian Johnson, and Joel Case 中譯詞：趙治德、周巽光 Copyright by Bethel Music 

1.You unravel me with a melody  

You surround me with a song 

Of deliverance from my enemies  

Till all my fears are gone 

2. From my mother’s womb You have chosen me  

Love has called my name 

I’ve been born again into Your family  

Your blood flows through my veins 

*I’m no longer a slave to fear I am a child of God (X2)* 

**1. I am surrounded By the arms of the Father 

I am surrounded By songs of deliverance 

We’ve been liberated From our bondage 

We’re the sons and the daughters Let us sing our freedom** 

**2. You split the sea So I could walk right through it 

My fears are drowned in perfect love 

You rescued me So I could stand and say 

I a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child of God)** 

1. 祢愛的旋律 釋放我生命 

祢愛四面環繞我 

從敵人手中 祢拯救了我 

懼怕中得自由 

2. 從我母腹中 祢揀選了我 

祢愛呼喚我名 

我重生得救 進入祢家中 

寶血流入我生命 

*我不再被恐懼奴役 因祢是我天父(x2)* 

**1. 我得著釋放 得著自由 

祢犧牲的愛 拯救我祢拯救我 

天父的雙手來擁抱我 

祢大能的愛 改變我翻轉所有** 

**2. 祢將大海分開讓我能穿越 

完美的愛淹沒恐懼 

祢拯救我讓我能興起歌唱 

因祢是我天父(是因祢是我天父) 

此生順服 
曲、詞：清泉 

還在母腹那時 祢已把我看顧 能往哪裡方可逃避祢靈 仍無法躲避祢的愛 

尋遍世間珍寶 剩下苦澀倦容 唯有祢永不改慈愛引導 勝過所有 

副歌：順服於祢腳前 才能勢力甘願拋棄 唯獨是祢 我一生所愛 我至寶 

願我此生此世剩下呼吸心跳屬於祢 年月共祢 歷經生死 無可媲美 

*四面受敵也可歡喜 心裡作難仍可頌讚 至暫至輕的苦楚與將來榮耀怎可相比 

我如浮塵瞬間消散 短暫歲月誰可掌控 晝夜裡數算我的分秒 全在祢手裡*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樂居於主聖殿裡 

曲、詞：西伯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主啊祢聖名實太美妙 主啊我願能每天歌唱 

一生一世樂居於主聖殿裡 

主啊祢聖名實太美妙 主啊我願能每天歌唱 

一生一世樂居於祢殿裡 

副歌：讓我專心仰望 讓我清心禱告 讓我屈膝於祢聖殿來歌頌祢 

十架捨身救贖 換我一生自由 榮耀祢 一生也屬祢 

萬膝獻呈 
曲、詞：霍志鵬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者使團所有 

萬膝獻呈 敬畏主神 歷世普天蒼生皆俯拜 

萬口讚揚 祢永掌權 萬眾一心唱頌見證祢 

神愛滿載 更新我心 令我歡欣 堅剛心膽壯 

神永至聖 恩深至廣 讓我感恩 讚頌永致敬 

祢許可 
曲：吉中鳴  詞：唐桂成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挫折有祢許可 要讓祝福漫過 至死痛楚要將生命加多 

祢破碎我一切 卻換上更多恩惠 榮耀路徑必有淚涕 

誰肯放棄自救 才將救恩識透 葡萄被壓才得釋放釀出新酒 

人生到了絕處 才知道愛的深處 才能盛載神恩豐滿傾注 

十架的冠冕 
曲、詞：伍偉基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路是難走 但比起祢的十架路 我今天算甚麼 來起身再走過 

遇著痛苦 祢亦經過世間苦與樂 祢的救贖愛海 我得勝和釋放 

副歌：凝望著十架的冠冕 仰望祢渡過每天 

祢體恤我的軟弱 明白我親身處境 

無論遇著困苦憂愁 祢亦會在我身邊 

祢興起我的生命 我今得到信心 面對挑戰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親愛耶穌來 
曲：Beverley Sumrall (Cathedral of Praise) 詞：楊天恩牧師 

耶穌願祢降臨 停留我內心中 唯祢被我歡迎 來居住我心 

這心作祢家 祢可順意 於我身上作一切祢愛的事 

親愛耶穌來 來接受我愛 讓我們再說祢是我們的一切 

親愛耶穌來 接受我們的傾訴 我們歡迎祢來到 

榮耀至高神 
曲、詞：陳琰冰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聖潔尊貴全能神 祢國度降臨這地 榮耀得勝大君王 祢榮美無人能及 

耶穌基督神愛子 全地都向祢跪拜 父子聖靈三一神 祢寶座存到永遠 

副歌：榮耀至高神 配得尊崇敬拜 祢名超乎萬名之上 

諸天述說祢的榮耀 穹蒼傳揚祢的手段 

榮耀的君王 配得所有讚美 凡有氣息的都要歌頌 

尊貴榮耀 能力權柄 都歸榮耀至高真神 

(1.至聖至榮 可頌可畏 全能三一神 昔在今在 以後永在 全地都頌讚 

2.萬膝跪拜 萬口承認 耶穌至高神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作王到永遠) 

深不見底的愛 
曲、詞：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聖經裡面說 天父何等愛我 不管做對做錯 愛我一樣多 

認識祢之後 不再為自己活 願聖靈幫助我 能經歷祢更多 

副歌：深不見底的愛 沒有別處能找到 按祢形象造我 深深認識我 

我每一根頭髮 天父祢都細數過 恩典如繁星一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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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四日、十五日 
講員：陳智衡牧師 
講題：走不易的路 
經文：路加福音 9:51-62 
51. 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52. 便打發使者在他前頭走。他們到了撒馬利亞的一個村莊，要為他預備。 

53. 那裏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54. 他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就說：「主啊，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

燒滅他們，像以利亞所做的嗎？」 

55. 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 

56. 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說著就往別的村莊去了。 

57. 他們走路的時候，有一人對耶穌說：「你無論往哪裏去，我要跟從你。」 

58.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 

59. 又對一個人說：「跟從我來！」那人說：「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60.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 

61. 又有一人說：「主，我要跟從你，但容我先去辭別我家裏的人。」 

62. 耶穌說：「手扶著犂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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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四日、十五日 

講題： 走不易的路 講員： 陳智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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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堂第一季裝備站課程 

TH101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                                         網上報名 : 

日期：30/1、6/2/2023(逢星期一)                    

時間：晚上 8:30-10:00                                

形式：Zoom網上 

對象：凡擬申請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費用：免費   

截止日期：22/1/2023（主日）                        http://bit.ly/3jTNCEw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１ 30/1 佘健誠 認識教會  

２ 6/2 佘健誠 認識聖禮 

交得救見證 

洗禮申請表 

會友誓章 

 待定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28/5  聖靈降臨節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資格或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及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和完成信徒生活課程，申請轉會禮者除外。 

4. 必須經組長確認資格及推薦，若沒有小組者，亦需得牧者確認資格及推薦。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堂授課時間：1.5小時） 

2. 這兩堂必須完全出席（包括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3. 要完成指定的功課，如得救見證等 

 

 

http://bit.ly/3jTNCEw


 

 

 

 

 

 

 

 

創世記查經班 -(四層查經法) 

此課程將採用基督徒查經團契的四層查經法查考創世記記，透過每天閱讀、記錄

反思、小組分享和聆聽別人的四種方式來認識經卷。 

簡介：創世記是認識神的基礎，是一本打穩信仰基礎之書，告訴我們世界是怎麼

來，人從哪裡來，我們為甚麼在這裡，神又期望我們做什麼。 

作者介紹了神的選民一以色列民族是怎麼開始，並且神要藉著這民族向世 

界啟示祂自己救贖計畫，並藉著這民族的一位後裔，神要把對人類的救恩

賜給我們。所以，創世記是聖經的基礎書卷，其餘的聖經書卷都是建基於

它上面，神最初創造和救贖的目的，完全應驗在新天新地中，對今日的基

督徒十分重要，創世記是神對你和我的邀請，要我們「打穩基礎」。 

導師: 王桂芳牧師、鄭詠怡牧師 

形式：ZOOM網上授課 

日期：2023年 10/2、24/2、10/3、17/3、24/3、31/3、14/4、21/4、28/4 

(逢週五) 共九堂                     

時間：晚上 8:00-10:00 

對象：凡渴慕神的話語，願意學習新的查經模式及培養讀經的習慣 

要求：已信主，願意委身於每課的思考問題(約兩至三題)及積極參與 

收費： $20                                            網上報名： 

報名：網上或實體報名（崇拜後） 

截止日期：29/1/2023(日)                               

 

 

 

                                                       http://bit.ly/3uy5g2x 

http://bit.ly/3uy5g2x
http://bit.ly/3uy5g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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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新春聯合崇拜 
日期：2023 年 1 月 2２日（年初一，星期日） 
時間：早上 9：00   地點：博康幼稚園 
敬拜：鄭詠怡牧師     証道：王桂芳牧師    
講題：拯救到底的福音 
經文：路加福音 4:16-21；以賽亞書 61:1-3 

沙田堂 40 週年堂刊 

已經順利誕生了! 

 

崇拜後可在招待處索取 

 

當天早堂及午堂將聯合為一堂新春崇拜，早上九時在博康幼稚
園舉行。請周日午堂弟兄姊妹移師往幼稚園參與新春崇拜。週
六午堂崇拜如常舉行。 

mailto:stc@cccst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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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賜福所有教會的領袖和信徒，與耶穌有真實、新鮮、活潑的關係，常常體驗耶

穌對失喪者的憐憫和慈愛，讓基督的生命與能力，成為我們裡面湧出的活泉，並與

基督的肢體在真理中彼此合一相愛。 

2. 請為弟兄姊妹的靈命突破代禱，從禱告開始，從個人到家庭，到校園/職場，到社會，

到為神的國度禱告，求聖靈充滿，讓神的國度，祂的榮耀，彰顯於每一個角落！ 

3. 請禱告記念弟兄姊妹的家人能更多認識福音和三一真神，能得救信主，大大使用他

們在家中成為福音的橋樑，活潑的生命見證和使人和睦的特質能充分在家人家族中

彰顯出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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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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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士（小燕子一家）： 

感恩： 

1. 上主帶領一家進入 2023 年，感恩過去一年的看顧和保守。 

2. 2023 年是小燕子一家的述職期；感謝天父的帶領進入新的階段。 

3. 小兒能申請到兩個月假期，將與父母一齊回老家與家人們連接。 

代禱： 

1. 在老家與家人們連接過程中，求主賜下智慧和恩典來見證上主的大能作為。 

2. 求主看顧女兒在工作，有主保守，特別是不受 COVID 19 影響。 

3. 求主賜小燕子在修養身體，身體能康復。學習心靈能休息，安靜等候上主的旨意。 

肢體： 

 感謝主！沙靖區劉子麒沙奮區黃樂恆夫婦於 20/12/22 添了千金（皓悠），Mark An-

drew D’azevedo VIERNES 沙靖區方卓雅夫婦於 28/12/22 添了千金（Taya Joy）；沙

綠區陳健偉陳素貞夫婦於  9/1/23 添了千金（牧心），求主賜福孩子在主的愛、父

母和家人的愛及看顧中健康快樂地成長。求主賜智慧和愛心給父母，去撫養和培育

孩子，讓她們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她們的心都一齊增長。 

香港： 

 請為 8/1 通關後代禱，國內和香港的人流互動，探親和交流，經濟的復常，並求主

保守兩地市民身心靈堅壯和安穩。特別保護未接種疫苗的長幼群體免受感染，能渡

過這艱難寒冬的處境。 

世界： 

 疫情、戰亂、天災，令「喜樂、和平、希望」成為今日世界最缺乏的三樣東西。求

主賜恩加力給我們，由自己做起，以信心、盼望及愛心去善待自己、善待別人，向

着共建和平、正義、繁榮、安定的社會願景而努力。上帝道成肉身的臨在，擁抱我

們，就是為我們帶來建構人類幸福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