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週六午堂：4:30pm(幼稚園) / 週日早堂(新春聯合崇拜)：9:00am(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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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祝福                               沙田堂牧者 

  弟兄姊妹，周日適逢大年初一，我們眾牧者聚集一起以文字、禱告，
祝福大家，願大家新年蒙恩！ 

佘健誠牧師： 中國人在農曆新年期間，喜歡講出許多恭賀或祝福別人
的說話，故在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主恩常在、
靈命充沛、事奉得力、蒙恩蒙福、踐行真道和生命與上
主和信徒連結！ 

王桂芳牧師： 祝大家新年快樂！「我願你們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
如你們的靈魂興盛一樣。」（參約三 2）在新的一年裡
更深經歷主愛和恩典，生命更新突破，活出召命！ 

鄭詠怡牧師： 弟兄姊妹，新年快樂！新一年願你們常常察覺主恩典，
常常感恩！無論你身處何方，願你和你家定意聽從神、
事奉神！ 

謝駿麒牧師： 弟兄姊妹新年快樂，求主給我們踏入新一年，藉祂的話
更新我們心思意念，就像賜下新心和新靈，滿有從祂而
來的能力，在生活中繼續看見主的作為，有機會與同工
服侍主。 

黃慧貞宣教師： 祝福爸爸媽媽主恩滿溢，滿載主愛，與孩子同證主恩。
祝福每位小朋友在主愛中成長，新一年中更明白真理，
跟主腳蹤，成為天父喜悅的孩子。 

鄭嘉慧宣教師： 祝福大家身心靈健康！百毒不侵！心靈時刻敏銳主聲
音！讀經天天有亮光！祝願大家從聖言中得力，努力面
前，向著標竿直跑！ 

呂彩嫺宣教師： 農曆新年是癸卯，佳節到賀問聲好！ 
癸卯迎春除舊歲，虎去兔來事業展； 
兔氣揚眉心歡喜，迎祥福兔步步高； 
玉兔迎新新景象，花兔迎喜喜團圓； 
金兔為你添福祿，銀兔為你馱康壽； 
兔年恩典擋不住，平安蒙福滾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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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祟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梁亦璇 / 鄭詠怡 

 

讀  經                路 4:16-21、賽 61:1-3、約 20:21-22 

 

宣  道                          拯救到底的福音 

         

講 員                         王桂芳牧師 

 

回  應                         成為神蹟的器皿 

 

家事分享及祝福              謝駿麒牧師 / 謝駿麒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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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午堂 

梁亦璇 

王桂芳 
牧師 

拯救到底 
的福音 

(路 4:16-21、
賽 61:1-4、約

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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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仕波 陳連志 
莫穗梅 

林德瑩 

黎燕妮 李偉禾 張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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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午堂 

連皓晴 
呂彩嫺 
宣教師 

今時唔同往日 
（彼前 2:9-10） 

黃慧貞 沙少 - 坤組 

尹穎欣 

黃浣蘭 邱凱琪 

29/1 
早堂 

李偉禾 
鄭詠怡 
牧師 

我是誰- 
被召的群體 

（彼前 2:9-10） 

佘健誠 

羅合群 陳連志 
彭寶珠 

吳泳霞 

李仕波 吳愛清 黃麗𣶼 

午堂 陳家能 
鄭詠怡 
牧師 

王桂芳 沙宣區 

梁健國 

何健偉 甄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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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宣道神學院神學生彭灝凌弟兄（David）將於 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到本堂

週末實習，主要實習牧區是沙少區和沙苗區高小班。請記念 David 在沙田堂的參

與。 

3. 李鄭倩文姊妹的安息禮拜於 1 月 28 日（六）中午 12:00 在紅磡萬國殯儀館地下

孝思堂舉行，禮畢後靈柩奉移往粉嶺和合石火葬場進行火葬禮，請屆時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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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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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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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stcdonation2023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領我到祢寶血裡面 

曲、詞：伍炯豪 版權屬有情天音樂世界所有 

耶穌求祢進入我的心 用祢大能的寶血遮蓋我 

開啟我心靈 得著我生命 在祢寶血裡我就得潔淨 

耶穌求祢進入我的心 用祢大能的寶血釋放我 

進入祢同在 領受祢大愛 在祢寶血裡我獻上敬拜 

副歌：領我到祢寶血裡面 所有罪惡必得赦免 更新我生命在祢愛的寶血裡面 

領我到祢寶血裡面 領受豐盛奇妙恩典 更新我生命在祢愛的寶血裡面 

Eyes of Mercy 眼中總是憐憫 
Written by Jon Thurlow 中譯詞：伍振邦 Copyright by Watershed Music Publishing 

When I am weak, that's when You are strong 

When I let go, I fall into Your arms 

(I take up Your yoke, I know that it's so easy 

I take up Your burden, it's light) 

* I look into Your eyes of mercy 

I look into Your eyes of love 

I remember that Your heart, it's for me Lord it's for me* 

** I'm holding on to Your Divine Love 

I'm holding on and I'm not letting go 

It's not my zeal, it's that Your love is strong 

It's not my strength, it's that You're faithful** 

[I'm holding on to the love that has laid hold of me] 

當感倦睏 主彰顯能力 

鬆手開放 跌進恩主兩臂 

(背起主祢軛 深知可輕鬆走過 

背起主擔子 全輕省) 

*看透祢眼中總是憐憫 

望向祢眼中的愛慕 

思憶中仍有主心愛著我 祢愛著我* 

**來珍惜這刻祢愛多寶貴 

  還多等一刻捉緊不再放下 

祢愛燃燒這心 叫我可奔向祢 

全因祢信實永不改變** 

[永不放開主臂彎 永抱緊我入懷] 

祂醫治破碎心靈 
詞、曲：Stacy Swalley 版權屬以琳書局所有 

1.祢醫治破碎心靈 祢醫治受傷者 統管宇宙父神 我獻上我自己 

求祢在我生命掌權 來使我靈自由 父神賜下復興 從我生命中開始 

2.用祢聖靈充滿我 我要見祢榮面 每天在祢面前 認識祢榮耀恩典 

我回轉選擇祢道路 一生跟隨到底 來磨練塑造我 每一天被祢更新 

副歌：主我渴慕祢 尋求祢公義 父神求祢再來充滿我 

主我渴慕祢 尋求祢公義 用新酒和油充滿我 

成為神蹟的器皿 
詞、曲：施弘美 版權屬生命河靈糧堂所有 

主耶穌 祢我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 賞賜獨特的位份 

在基督裡我是新造的人 祢看為寶貴 獻上為祢所用 

副歌：讓我成為祢神蹟的器皿 被揀選族類 君尊的祭司 

聖潔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 來宣揚主耶穌 彰顯神的榮耀 

讓我成為祢神蹟的器皿 以信心的眼睛 看見新的盼望 

用祢的大能和愛來充滿我 我要傳揚主的愛 讓世界更美好 

 



 

週日新春聯合崇拜敬拜詩歌 
共唱慶新歲 
曲：顧嘉煇、詞：張滿源 

1.基督裡共唱慶新歲 你我跨過崎嶇 主得勝贈你這一句 愁煩悶氣消除 

2.基督裡步履更爽趣 處處走進應許 分享愛願意豁出去 神同在永相隨 

副歌：今年為主打拼電要叉 獎賞預咗俾你絕冇假 

恩典傾瀉在秒秒降下 高歌哈利路亞 

3.基督裡健壯滿朝氣 讚美中再起飛 主福蔭入到你屋企 神行事太出奇 

(今年歸主祢 今生歸主祢 頌讚主是祢)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有敬拜的聲音發出 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們神要做新事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 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異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副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 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聖靈引領看見新的異象 祢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活出愛 
曲、詞：盛曉玫 版權屬泥土音樂所有 

有一份愛 從天而來 比山高 比海深 

測不透 摸不著 卻看得見 

因為有祢 因為有我 甘心給 用心愛 

把心中這一份愛 活出來 

副歌：耶穌的愛激勵我 敞開我的生命 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 

耶穌的愛點燃我 心中熊熊愛火 我們一起 向世界 活出愛 

成為神蹟的器皿 
詞、曲：施弘美 版權屬生命河靈糧堂所有 

主耶穌 祢我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 賞賜獨特的位份 

在基督裡我是新造的人 祢看為寶貴 獻上為祢所用 

副歌：讓我成為祢神蹟的器皿 被揀選族類 君尊的祭司 

聖潔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 來宣揚主耶穌 彰顯神的榮耀 

讓我成為祢神蹟的器皿 以信心的眼睛 看見新的盼望 

用祢的大能和愛來充滿我 我要傳揚主的愛 讓世界更美好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講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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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4、約翰福音 20:21-22 
路加福音 4:16-21 
16.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

念聖經。 
17. 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着說： 
18.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

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19. 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 
20. 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裏的人都定睛看他。 
21. 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以賽亞書 61:1-4 
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

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2.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上帝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3. 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使他們稱

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 
4. 他們必修造已久的荒場，建立先前淒涼之處，重修歷代荒涼之城。 

約翰福音 20:21-22 
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引言： 

（一） 聖靈臨在 

（二） 使人自由 

（三） 受主差遣 

問題討論： 

1. 聖靈臨在的生命是怎樣呢？你如何經歷過呢？ 

2. 你何時和如何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呢？ 

3. 你如何實踐主耶穌的差遣，使人生命得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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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講題： 拯救到底的福音 講員： 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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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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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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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弟兄姊妹在新春期間享受天倫之樂，與家人歡聚，彼此鼓勵和祝福。求主

賜智慧和愛心予他們與家人及親友分享褔音，願主賜福，讓他們能得著主的

救贖，得享今生和永生的福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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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求主幫助教會知道在主的國度中在所承擔的角色，如何發揮教會的恩賜和經

驗，與香港眾教會，彼此配搭，活出見證。 

4.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

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路 4:18-19，求聖靈充滿我們，主幫助我們實踐主耶穌給我們的職事，成為神

蹟的器皿，讓人經歷主的大能和奇妙的作為，見證主耶穌是真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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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委： 

1. 請為李偉禾弟兄代禱，他期待最後一年堂會服侍順利，需要完成的事情都能

夠完成。 

2. 請為鄭俊文弟兄代禱，他的女兒連續數日發高燒，他與太太 Cherry 都有小小

唔舒服，求主醫治，保守他們健康。 

3. 請為黃國誠弟兄代禱，他新加入堂委會，求主賜他屬靈的恩賜，與其他弟兄姊

妹彼此配搭，服侍教會，亦求主保守自己和家人身體安康。 

肢體： 

1. 感恩！感謝區俊英弟兄、謝瑋晏弟兄和劉子麒弟兄在堂會盡心和盡力地服侍，

願主賜褔他們在新一年，無論是休息，或是另類的服侍，求主賜恩加力給他

們，更多經歷主的同在，主恩滿滿！ 

2. 陳李美馨姊妹（陳展圖弟兄的媽媽，莫苑萍 Ida 執事的奶奶）的安息禮於 4/2

（六）中午 12:00 在鑽石山殯儀館一樓念恩堂舉行，禮畢靈框運往鑽石山火

葬場進行火葬禮，求主藉著禮儀安慰家人，經歷主愛、平安和恩典。 

3. 沙勉區李鄭倩文姊妹（李國恩弟兄的媽媽）於 14/1 安息主懷，喪禮於 28/1 舉

行，求主安慰家人，賜他們平安和盼望，經歷主恩！ 

香港： 

 現在政府再度放寬防疫的政策，確診者不須上報和接受隔離令，求主醫治保

守患者能安康，並有充足的防疫，免旁人受感染。求主幫助市民仍能堅守防疫

和抗疫，在復常的路上保守安康，保護長幼的生命安全！ 

世界： 

 俄烏戰爭仍然持續，求主饒恕人的罪惡，保護百姓的生命！求主止息戰爭，公

義在當中彰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