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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週年堂慶感恩崇拜 

主席：王澤堂牧師         主禮及講員：林崇智牧師 

司琴：鄧少琴姊妹 

覲見上主 

進堂--------------------------------主禮人及詩班進堂，眾立 

始禮頌-------------------------------------------------眾坐 

同來讚美歌 

同來讚美主基督，神聖詩章出肺腑， 

彼此口唱又心和，齊將榮耀歸上主。阿們。 

宣召---------------------------------------------------眾坐 

主席：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歡唱來到他面前！ 

會眾：當認識耶和華是上帝！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我們是他的

⺠，是他草場的⽺。  

主席：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 

同誦：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讚美感恩 

歡欣敬拜-------------敬拜隊及詩班--------------會眾同唱 

神配得尊稱 

聖潔公正，⾄偉三⼀神，萬代君尊統領。 

敬拜呼應，我眾心稱慶，聚集謙卑恭敬。 

獻上讚頌歌唱高聲，你奧秘妙奇萬世驚！ 

副歌：神配得尊稱！配頌讚殊榮！ 

配奉獻身、心、靈，願我歌稱讚上昇。配得尊稱，配萬有逢迎， 

星、月、眾光、世界、宇宙共證！ 

聖潔基督，降世顯真愛，代罪犧牲拯救！ 

去垢啟暗，潔我身、心、靈，罪行今天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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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天空降下雨水，愛在灌溉，小花汲取這愛，綻放色彩。 

當失腳遇困苦，你應許沒變改，靈內深深感應到，神大愛深廣似海。 

感恩你在每刻，賜下厚愛，供給所需⼀切，令我⼼喝采。  

祝福我在這生，信心不會變改，懷著謙卑心靈讚頌你愛。 

副歌：神是我這生供應者，祝福滿滿傾瀉，緊擁抱我度過寒夜。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恩光照我荒野， 

許多咒詛，靠著你可改寫，神應許嗎哪降在曠野。 

回顧與感恩-------------葉灼玲姊妹--------------------眾坐 

（三十五週年堂慶籌委會召集人、堂區議會副主席） 

見證分享---------韋鍵鏘弟兄、梁慧思姊妹-------------眾坐 

啟應文-----------------葉俊傑弟兄--------------------眾坐  

（堂區議會主席） 

啟：教會的元首主耶穌基督，今天我們聚集在你面前，⼀同尊崇你、讚美你！

三十五年前，你感動弟兄姊妹回應你的呼召，前來新田圍開拓了沙田堂，

為本堂建立美好根基。 

應：我們感謝你，讚美你。 

啟：三十五年來，你差派忠心的僕人在沙田建立教會，成為上主的燈臺，建立

生命，傳揚上主大愛的福音。 

應：你是牧養群羊的大牧者，我們同心感謝你、讚美你。 

啟：我們領受作鹽作光的使命，不敢自封於四堵圍牆內，願聖靈時刻更新我們

察驗上主的心意，在未來歲月中，繼續秉行公義、持守真理，為上主作合

⼀的⾒證。 

應：你是引領教會的上主，我們同心感謝你、讚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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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主啊，在這時刻，求賜我們對你堅定不移的信心向前邁進，縱使面對社會

的紛亂、甚或惡劣的環境，我們有力量、有勇氣承擔你的託付和使命！ 

應：主啊，讓我們承先啟後、廣傳福音、為主發光、以愛承傳，在這地方見證

榮耀你。 

啟：三位⼀體的上帝，三十五年來，你更新改變我們的生命，願我們能夠繼承

前人的初衷，⼀同發出忠誠的宣告： 

應：我們願意回應神恩，在這個滿有需要、機遇和挑戰的世代，憑著對你的信

心，作主忠心僕人，為上帝國度作出貢獻。阿們！ 

祈禱------------------陳建基牧師----------------------眾坐 

（九龍東聯區聯區⻑／本堂 2014 年堂主任） 

獻頌----------------------詩班------------------------眾坐 

我心獻頌讚 

頌讚主恩典伴隨厚愛，更捨身施救恩，願恤憫軟弱接納罪人，用愛洗眾罪刑， 

主賜福氣每⽇滿恩惠，讓我⼀⽣所需完備，盼我可呈獻榮耀讚歌！ 

我心獻頌讚，頌揚救主當得敬奉，無盡大愛，遍澤這生不會變改！ 

因祢大愛盡獻上，願證主信實，榮耀你君尊聖名，我心獻頌讚，呈奉心讚頌！ 

讓大地萬物與受造，天海裡獻歌讚，在黑暗會發覺曙光，導引路途每步， 

讚嘆主願每秒相隨，叫每天滿溢恩慈，力量覆庇，跨勝，棄舊人，贖我生命！ 

衷心感恩，高歌獻頌揚，全心敬奉，不息的愛遍澤這生不會變改， 

今作活祭，盡獻上，願證主信實，榮耀祢君尊聖名，我心獻頌讚！ 

奉上心中摯誠，獻心裡頌讚！我心獻頌讚！讚美你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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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聖道 

主題：拾回初心 ● 承擔使命 

舊約-----------沙田循道衞理中學何振傑校⻑----- -----眾坐 

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65656565 章章章章 17171717----25252525 節節節節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被人放在心上；當因我所造

的歡喜快樂，直到永遠；看哪，因為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為

人所樂。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那裏不再聽見哭泣和哀號的

聲音。那裏沒有數日夭折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人；因為百歲死的仍算

孩童，未達百歲而亡的算是被詛咒的。 

他們建造房屋，居住其中，栽葡萄園，吃園中的果子；並非造了給別人居住，

也非栽種給別人享用；因為我百姓的日子必長久如樹木，我的選民必享受親手

勞碌得來的。他們必不徒然勞碌，所生產的，也不遭災害，因為他們和他們的

子孫都是蒙耶和華賜福的後裔。他們尚未求告，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

就垂聽。野狼必與羔羊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蛇必以塵土為食物；在

我聖山的遍處，牠們都不傷人，也不害物；這是耶和華說的。 

 

福音------ ------堂區議會書記陳敏芝姊妹------ ------眾坐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9999 章章章章 35353535 節節節節    ----    10101010 章章章章 8888 節節節節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他們的會堂裏教導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

各樣的病症。他看見一大群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無助，如同

羊沒有牧人一樣。於是他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

以，你們要求莊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驅趕污靈和醫治各樣的疾病。

這十二使徒的名字如下：頭一個叫西門（又稱彼得），還有他弟弟安得

烈，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約翰，腓力和巴多羅買，多馬和稅

吏馬太，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激進黨的西門，還有出賣耶穌的

加略人猶大。耶穌差遣這十二個人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

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那裏去。要邊走邊傳，說『天國近了』。要醫治病人，使死人復活，使

痲瘋病人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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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循道衞理楊震社會服務處總幹事朱牧華弟兄----眾坐 

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 2222 章章章章 1111----4444、、、、14141414----21212121 節節節節    

五旬節那日到了，他們全都聚集在一起。忽然，有響聲從天上下來，好

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整座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向他們

顯現，分開落在他們每個人身上。他們都被聖靈充滿，就按著聖靈所賜

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來，他就高聲向眾人說：「猶太人和所有住在耶

路撒冷的人哪，這件事你們要知道，要側耳聽我的話。這些人並不像你

們所想的喝醉了，因為現在才早晨九點鐘。這正是藉著先知約珥所說的： 

『上帝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血肉之軀的。你們的兒

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要見異象；你們的老人要做異夢。在那些日子，

我要把我的靈澆灌，甚至給我的僕人和婢女，他們要說預言。在天上，

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太陽要

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光榮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時，

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 

 

證道------- ----------會⻑林崇智牧師------ ---- ------眾坐 

循道衞理人的素質 

 

回應上主 

回應詩歌--------------兒童主日學同學----------------眾坐 

敬拜舞曲 

齊齊站起  敬拜主耶穌，歡歡喜喜舉⼿⼀起唱歌，  

神是牧者 讚美主耶穌，在祂的懷裡多歡暢！ 

頌讚主耶穌，愛主耶穌，你的恩典再細數， 

頌讚主耶穌，向祂祈禱，想起衪我們齊齊共舞！ 

⿑⿑站起，敬拜主耶穌，歡歡喜喜舉⼿⼀起唱歌，  

神是牧者，讚美主耶穌，在祂的懷裡多歡暢。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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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眾坐 

奉獻時國際禮拜堂沙田團契詩班獻唱 

Count On Me, I Stand By Faith 

Since the dawn of time, You are the drops of rain 

The sunshine and soothing wind 

Building up my strength to stand 

 

As I grow, You build up my courage that I need 

With Your amazing love, I remain 

Count on me I stand by faith 

 

Since the dawn of time, You are the golden grain 

The sunshine that sustains my dream 

You build up my faith to stand 

 

Chorus: I stand by faith, love and honour 

I stand by faith, truth and valour 

I stand by faith with the vow that I made 

Count on me, I stand by faith 

 

I stand by faith, love and honour 

I stand by faith, truth and valour 

I stand by faith with the vow that I made 

Count on me, I stand by faith 

 

Count on me I stand by faith 
 

（歌詞大意： 

詩人描述上帝如何建立和堅固他，以致他能靠信站立得穩。） 

立志、祈禱---------------陳德昌牧師-------------------眾坐 

（北角堂主任／本堂 1992-2000 年堂主任） 

聖餐禮儀 

聖餐--------------主禮：簡旗標牧師------------------眾坐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校監／本堂 2000-2007 年堂主任） 

襄禮： 陳德昌牧師 陳建基牧師 勞敏儀宣教師 陳榮照弟兄 

 鄺月梅姊妹 鍾淑貞姊妹 鄧家強弟兄 程佩新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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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命差遣 

唱詩----------------------------------------------起立同唱 

復興主教會  

求主復興教會！施展大能膀臂， 

以你聲音喚醒眾心，使你百姓聽聞！ 

求主復興教會！高舉寶貴聖名！ 

聖靈降臨，燃點主愛如火熱烈光明。 

求主復興教會！向眾啟示聖言！ 

願主聖潔純正真理，眾生憑信聽見。 

求主復興教會！沛降聖靈甘霖！ 

但願榮耀永歸上主，恩福賜你百姓。 

副歌：求主復興教會！我眾跪拜主前；  

懇求恩主此刻降臨，賞賜我們恩典。阿們。 

 

差遣祝福----------------林崇智牧師-------------------眾立 

阿們頌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致謝報告----------- -----------------------------------眾坐 

敬請留步拍攝全體照 

����典禮後敬備茶點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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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二零一九年堂區議會成二零一九年堂區議會成二零一九年堂區議會成二零一九年堂區議會成員員員員 

 

堂主任 ： 王澤堂牧師  宣教師 ： 勞敏儀女士 

主席 ： 葉俊傑先生  副主席 ： 葉灼玲女士 

書記 ： 陳敏芝女士  司庫 ： 麥浩邦先生 

義務教士 ： 曾兆基先生  義務教士 ： 黃根春先生 

 

 

教友代表 ：     

陳敏芝女士 陳榮照先生 鍾淑貞女士 程佩新女士 葉灼玲女士 

葉俊傑先生 李晴峯先生 麥浩邦先生 伍蕙珠女士 沈立平先生 

韋鍵鏘先生 任志強先生 葉康明先生   

 

堂會同工 ：     

黃翠賢女士 曾少卿女士 葉智聰先生   

 

三十五週年堂慶籌備委員會成員： 
 
葉灼玲女士(召集人) 吳永峰先生 張泳童女士 葉康明先生 

譚家齊先生 曾兆基先生 陳敏芝女士 王澤堂牧師 

 

三十五週年堂慶感恩崇拜籌備委員： 
 
葉俊傑先生(召集人) 吳永峰先生 伍蕙珠女士 梁慧思女士 

葉灼玲女士 王澤堂牧師 黃翠賢女士  

 

崇拜事工部部長 ： 吳永峰先生  教友關顧部部長 ： 張偉文先生 

栽培訓練部部長 ： 曾兆基先生  宣教佈道部部長 ： 懸空 

成年部部長 ： 譚家齊先生  青少年部部長 ： 陳俊達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