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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馬內利的聖誕         潘玉娟 

今年聖誕節，因特首強行修訂逃犯條例所引起之風波，令整個

香港陷入一個前所未有之僵局。過去很多商人不惜工本營造聖誕氣

氛來吸引顧客，甚至為吸引遊客，在多處地方利用大型燈飾和聖誕

節目來吸引外地遊客來港過聖誕，這種熱鬧氣氛今年似乎有些遜

色。相反，很多人因這次事件受傷、被捕，甚至有人失去生命。社

會充斥着強暴、罪孽、奸惡、毀滅、爭鬥、紛亂、撕裂的狀態中，

法治受到破壞，人與人之間存有仇恨、隔膜、紛爭，特別警民關係

和對政府不信任。整個社會充滿着令人窒息的怨氣，都令人感到焦

慮、惶恐和不安，對未來失去信心。 

事實上，昔日主耶穌降生時，並非如一般人所想像有很多人為

他慶祝，迎接他的來臨。相反，耶穌在兩千多年前誕生時，當地人

生活得很不安寧，他們渴望救主來臨拯救他們。耶穌的出生，乃應

驗以賽亞先知的話，「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

利。」（太 1:23）以馬內利翻出來的意思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

馬太福音記載，當約瑟預備迎接馬利亞時，他發現妻子已懷孕，但

嬰孩不是自己的。可以想像他內心的感受，簡直是一場惡夢。當約

瑟想暗暗也想解除婚約時，天使就夢中向約瑟顯現，於是約瑟就安

然地娶馬利亞過門。約瑟樂於聽從上主的話，甘願放下自我，脫離

自私和軟弱，最終，他發現上主的拯救行動，是要將人從自私和軟

弱中拯救出來。「耶穌」這個名字，就是要將人從罪惡裏救出來（太

1:21）。人的罪惡，離不開自私和軟弱，不樂意為人而活，自憐和

自覺無力去服務他人。約瑟首先領悟了這道理，脫離開自私和軟

弱，成為領受聖誕真義的第一個人，也同時領受了上主同在的真正

平安。你是否也同樣領受這份聖誕的平安和喜樂？  

盼望在這聖誕節，我們每一個人都能領受這份聖誕的平安和喜

樂。願意好似約瑟，離開自私和軟弱，樂意為人而活，接受天父所

賜給我們的聖誕禮物——「以馬內利」。以致我們有勇氣、有力量繼

續為世界和平、為教會、香港的前途和人類的苦難代禱，並懷着信

心在這令人失望的境況中，尋找到掌管這世界和賜予人生命的主，

讓我們從紛亂中一同轉向基督，重燃希望！在這黑暗的生活中，尋

找主的恩光，享受耶穌基督降生所賜給您真正的平安。耶穌說：「我

就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必不在黑暗裏走，卻要得着生命的光。」

（約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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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誕  主  日  暨  聖  洗  禮 

崇  拜  程  序 
    

 
主席：王澤堂牧師                         司琴：鄧少琴姊妹 
 

  
 
進  堂-----------------------------------------眾立 
 

宣  召-----------------------------------------主席 
 

上帝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就會得救！ 

 (詩篇 80：3) 

                         

敬拜讚美-----------------------------------起立同唱 
 

「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祢的愛」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預兆，看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

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應應應應：：：：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啟：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

滅亡，反得永生。 

應應應應：：：：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上帝上帝上帝上帝差他的兒子到世上來差他的兒子到世上來差他的兒子到世上來差他的兒子到世上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而是要使世人而是要使世人而是要使世人

因他得救因他得救因他得救因他得救。。。。    

啟：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這樣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

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

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應應應應：：：：我們若活我們若活我們若活我們若活，，，，是為主而活是為主而活是為主而活是為主而活；；；；我們若死我們若死我們若死我們若死，，，，是為主而死是為主而死是為主而死是為主而死。。。。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或死我們或死我們或死我們或死

或活總是主的人或活總是主的人或活總是主的人或活總是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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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你們蒙召就是為此，因為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

為要使你們跟隨他的腳蹤。 

應應應應：：：：我們祈求主加添我們的信心和愛心我們祈求主加添我們的信心和愛心我們祈求主加添我們的信心和愛心我們祈求主加添我們的信心和愛心，，，，面向世界面向世界面向世界面向世界，，，，仰望基督仰望基督仰望基督仰望基督，，，，立志作立志作立志作立志作

剛強壯膽的見證人剛強壯膽的見證人剛強壯膽的見證人剛強壯膽的見證人，，，，與人分享上帝的大愛與人分享上帝的大愛與人分享上帝的大愛與人分享上帝的大愛。。。。    

    

祈  禱-----------------------------------------主席 

 

主禱文-------------------------------默禱後細聲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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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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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洗禮 ----------------------------------王澤堂牧師 

    
成人洗禮：陳少蘭姊妹  陳  賢弟兄  林惠蘭姊妹 

黃鳳肖姊妹  黃佩儀姊妹  陳艷玲姊妹 

余麗紅姊妹  張國雄弟兄  張佳駒弟兄 

宋振洲弟兄   

 

兒童洗禮：林靖悠君   (父：林偉明、母：陳興) 

林靖然君   (父：林偉明、母：陳興) 

劉深佑君   (父：劉永楓、母：曾少卿) 

翟允僖君   (父：翟建強、母：王敏思) 

吳謙文君   (父：吳永廣、母：陳艷玲) 

 

 

轉 會 禮：陳  興姊妹   (原屬基督教傳恩堂) 

曾志妙姊妹   (原屬四方福音會大角咀堂) 

楊淑華姊妹   (原屬觀塘喜樂福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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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分享---------------------------------陳艷玲姊妹 
 

讀  經-----主題：蒙召僕人‧遵循主命------梁靜琳姊妹 
 

舊  約：以賽亞書    7：10-16  (舊約 1006 頁) 

福  音：馬太福音    1：18-25  (新約 3 頁） 

書  信：羅馬書      1：1-7    (新約 227 頁) 

 

獻  詩-----「Celebrate the child」頁 5-----本堂詩班 

 
講  道---主題：Immanuel 神與我們同在---勞敏儀宣教師 
 
唱  詩-----「傳揚佳音歌」(普頌 104) 頁 6-----起立同唱 
 
奉  獻----------------------------------------眾坐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家事及牧禱--------------------------------教牧同工 
 
祝福差遣-------------「阿們頌」---------祝福後同唱 

 

  阿  們， 阿  們， 阿  們 ，阿  們。 

 

※ 敬 請留 步 與 新 受 洗 弟 兄 姊 妹 拍 照 留 念 ※ 

 

 

 

 

 
 

 

祝各位聖誕快樂祝各位聖誕快樂祝各位聖誕快樂祝各位聖誕快樂，，，，新年蒙福新年蒙福新年蒙福新年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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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獻詩              Celebrate the child 

 
Celebrate the child who is the light, now the darkness is over. 

No more wandering in the night. 

 Celebrate the Child who is the Light!  (x2) 

 

You know this is no fable, God head and manhood became one. 

We see He's more than able, and so we live to God the Son! 

 

The first-born of creation, lamb and Lion, God and man, 

the Author of Salvation, Almighty wrapped in swaddling bands! 

 

*Celebrate the child who is the light, now the darkness is over. 

No more wandering in the night. Celebrate the Child who is the Light!*  (x3) 

Celebrate the child who is the Light! (x2) 

 

 

中文翻譯 

來為這小孩歡慶 

 

來為這小孩 - 光明之子歡慶，現在黑暗不再。 

不再在黑夜中徘徊。 

來為這光明之子歡慶！(x2) 

 

你知道這不是寓言，是神與人合而為一。 

他超然大有能力我們知道，因此我們靠神子而活！ 

 

他是首生的，是羔羊和獅子，神和人， 

是那救贖的創作者，全能者竟裹在襁褓中。 

 

來為這小孩 - 光明之子歡慶，現在黑暗不再。 

不再在黑夜中徘徊。來為這光明之子歡慶！(x3) 

來為這光明之子歡慶！(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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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詩歌 

萬主之主萬主之主萬主之主萬主之主‧‧‧‧萬王之王萬王之王萬王之王萬王之王 

 

主 坐在寶座上 

榮光充滿遍地 

主 是配得讚頌 

崇高高過諸天 

 

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列邦向你俯伏 

萬口呼喊  被殺羔羊 

萬膝當向你跪拜 

    

您您您您    的的的的    愛愛愛愛 

 

誰能似您為我可犧牲一切 為我安排 

這美好生命光輝 在十架顯明 

恩惠與真情 能讓我安寧 

指引我路程 天父願您知道 

我的生命全憑您得勝 

 

是您的愛 令我心靈得歡樂 

共那信心去面對將來 

人生雖然充滿阻礙 前路您會為我開 

是您的愛 令我心靈得歡樂 

共那信心去面對將來 

如今我但願我的生命裡 

時刻充滿著您的愛 

    

傳揚傳揚傳揚傳揚佳音佳音佳音佳音歌歌歌歌((((普頌普頌普頌普頌 104)104)104)104)    

到山嶺上去傳揚，越過山崗到各地方，到山嶺上去傳揚，傳耶穌基督降生。 

1. 當牧羊人在夜間，看守安靜群羊，忽見照耀滿天空，神聖明亮大光。 

2. 眾牧人驚慌害怕，因見大地之上，眾天使天軍高唱，慶賀救主降生。 

3. 在那卑微馬槽裏，謙卑之主降生，在快樂聖誕早上，真神賜下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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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事 報 告 》 

    

《《《《    代代代代    禱禱禱禱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    

    

    
    
    
    
    

歡迎首次蒞臨本堂聚會的朋友，敬請留下芳名，以便聯絡。 

1. 上週三量血壓早餐會共80人，下次是8/1，敬希垂注。 

2. 請各團契團長、小組組長於31/12/2019前提交未申請款項之單據，並於

明年8/1/2020提交2019年結餘帳目及2020年預算申請款項。 

3. 本堂李家澎、涂茜萍夫婦17/12平安誕下男嬰，願主賜福他們一家人。 

4. 蘇騰先生(羅偉玲姊妹丈夫)於7/12安息主懷，安息禮定於11/1/2020(六)

早上在萬國殯儀館進行，願主安慰家人。 

5. 本堂足球隊於上星期生命盃中，以1：2敗於香港堂，總成績獲得第三名。

另外，亦於福音足球聯賽中，以2：1勝611靈糧堂，感謝弟兄姊妹出席支

持。 

6. 教會祈禱會於下週六(28/12)崇拜後及主日(29/12)崇拜前早進行，敬請

弟兄姊妹預時間出席。 

7. 4-5/1/2020為立約及受託主日。 

1. 今主日是聖誕主日暨聖洗禮，願主使洗禮、轉會的弟兄姊妹及小孩童繼

續在真理的道路上努力追求，穩步成長。 

2. 為本堂患病的肢體禱告，願主賜下安慰及平安，常與他們同在。 

3. 請為明年度之堂區議會及各部組、教會發展方向及同工代禱，求上帝保

守我們事奉主的心，感動我們積極參與堂會事奉及學習。 

4. 為本堂截至本年十一月止之經常費出現不敷代禱記念，讓上帝感動我們

努力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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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崇拜崇拜崇拜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22/12/201922/12/201922/12/201922/12/2019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林炳華弟兄 劉玉媚姊妹 伍愛玲姊妹 何文誦弟兄 呂詠琛姊妹 

兒主導兒主導兒主導兒主導師師師師    謝樂然弟兄 劉永楓弟兄 陳靜雅姊妹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劉啟樑弟兄 陳藹怡姊妹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林依靈姊妹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袁蘊華姊妹 

 

下

週

 28/1228/1228/1228/12    29/1229/1229/1229/1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葉智聰弟兄 勞敏儀宣教師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周冠宗弟兄 周冠宗弟兄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學校敬拜隊 鄧美信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陳俊達弟兄 楊紹昌弟兄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何文誦弟兄 劉啟樑弟兄 陳藹怡姊妹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蘇炳鏗弟兄 林禮濤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聖誕後第一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以賽亞書 63:7-9 馬太福音 2:13-23 希伯來書 2:10-18 

兒主兒主兒主兒主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劉永楓弟兄 葉智聰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葉智聰弟兄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任曉昕姊妹 梁悅明姊妹 

王敏姍姊妹 郭家成弟兄 

林炳華弟兄 劉玉媚姊妹  

羅雪貞姊妹 伍愛玲姊妹 

     14/1214/1214/1214/12    15/1215/1215/1215/12    

主日獻金主日獻金主日獻金主日獻金    

堂費堂費堂費堂費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獻獻獻獻花花花花、、、、刊刊刊刊    

慈惠慈惠慈惠慈惠    

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    

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    

印印印印尼尼尼尼傭工傭工傭工傭工    

2,324.002,324.002,324.002,324.00    

28,250.0028,250.0028,250.0028,250.00    

2,850.002,850.002,850.002,850.00    

330.00330.00330.00330.00    

    

900.00900.00900.00900.00    

    

70.0070.0070.0070.00    

751.00751.00751.00751.00    

63,159.6063,159.6063,159.6063,159.60    

500.00500.00500.00500.00    

200.00200.00200.00200.00    

    

    

1,300.001,300.001,300.001,3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34,724.0034,724.0034,724.0034,724.00    65,910.6065,910.6065,910.6065,910.6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56565656 人人人人    124124124124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    24242424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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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將 臨 節＊  
 

基督將臨節主日的禮拜和默想中心 

思想是注重悔改和儆醒重悔改和儆醒重悔改和儆醒重悔改和儆醒，，，，等候主的再臨等候主的再臨等候主的再臨等候主的再臨，在主即將和隨時降臨的今日，

應當趁早及時脫去暗昧的行為；故此，邀請弟兄姊妹現今就開始省察自

己的生活，並以等候的心迎接將臨的基督。 

 

              ※將 臨 圈 ※ 

聖壇上放置將臨圈的習慣從德國開始，常用青樹技編織而成，象徵上主

永恆不變及新生命。圈中放置四或五枝蠟燭，象徵基督之光來到世界，

將黑暗驅走。紫色有期待、渴望及救贖之意；粉紅色代表喜樂，於將臨

期第三主日燃點，代表上主已臨近；中央白色代表耶穌基督真光，於平

安夜燭光崇拜中點燃。 

    

第四週默想第四週默想第四週默想第四週默想：：：：我是否準備好迎接耶穌基督再次光榮來臨我是否準備好迎接耶穌基督再次光榮來臨我是否準備好迎接耶穌基督再次光榮來臨我是否準備好迎接耶穌基督再次光榮來臨？？？？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19/202019/202019/202019/20 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平安夜燭光平安夜燭光平安夜燭光平安夜燭光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24/12/2019 (24/12/2019 (24/12/2019 (24/12/2019 (二二二二) ) ) ) 

8:00p.m.8:00p.m.8:00p.m.8:00p.m.    

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    

    

年更感恩分享會年更感恩分享會年更感恩分享會年更感恩分享會    

    

31/12/2019 (31/12/2019 (31/12/2019 (31/12/2019 (二二二二) ) ) ) 

7:30p.m.7:30p.m.7:30p.m.7:30p.m.    

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    

立約立約立約立約及及及及受託受託受託受託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4444----5/01/20205/01/20205/01/20205/01/2020    

    5:30p.m.5:30p.m.5:30p.m.5:30p.m.／／／／11:00a.m.11:00a.m.11:00a.m.11:00a.m.    

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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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見證 
    

陳少蘭陳少蘭陳少蘭陳少蘭    

大概 2017 年，因為鄰舍介紹而參加了沙田堂的活動。最初只出席星期三的量血

壓早餐會，後來知道福樂家有一齊唱歌、一齊講故事，就更加參加了主日的活

動。 

去年不小心跌斷了手，感謝教會有很多很有愛心的人，到醫院來探望問候我。

有些甚至是我不認識的也來探望，使我非常非常感動。因此我就更用心聽耶穌

教導，返教會聚會。我常常祈求耶穌讓我繼續行得好，使我可以返教會。我好

多謝耶穌使我可以返到教會！ 

 

陳賢陳賢陳賢陳賢    

我在孩童期在鄉下（新會河塘）已接觸基督教，上教會取耶穌公仔紙，心中十

分髙興快樂。後來長大後來港工作，便沒有返教會。2007 年 3 月 26 日在五女兒

（瑞蘭）及她的教友美麗姊妹的邀請下參加林以諾牧師在紅館舉行的 Yeah Show

佈道會，深受感動擧手決志信主。後來跟四子永泰返宣道會崇拜十多次後便沒

有繼續返教會了。一直以來加拿大林大衞牧師（David Linden）亦不斷關心我，

帶我遊美國，來港探望我。此外子、媳、女、婿、外孫女等亦不斷地為我祈禱，

鼓勵我信主。今年五月份參加福樂家旅行去大館，我深深感受到沙田堂那份家

的感覺及耶穌的愛，我便繼續參加福樂家聚會，更加認識耶穌。現在我懷著信

望愛決定受洗加入教會，從此離罪悔改，跟隨基督！感謝王牧師、勞姑娘的牧

養及主耶穌的不離不棄的恩典！ 

 

林惠蘭林惠蘭林惠蘭林惠蘭    

我的小兒子是佐敦基督教恩活堂的傳道人，在他神學畢業後，已邀請我到他的

教會聚會，只是當時也沒有參加。想到信耶穌的兒子好孝順，我也相信基督教

是好的，我便開始了解基督教。 

因為沙田堂在我家附近，所以 2014年開始就參加福樂家，也參加主日崇拜。多

謝教會的兄弟姊妹來探訪我，關心我。我常常祈禱，求主保守我的兒女和孫兒，

又求主赦免我自己的罪，多謝耶穌。 

 

    

黃佩儀黃佩儀黃佩儀黃佩儀    

我於信仰上的心底話，由女兒李寶玲代筆。 

感謝神！我承認自己有罪，亦好希望靠著主耶穌的寶血能將罪洗淨。惟對於主

耶穌是神的兒子及從死裡復活仍需時間明白，但願意存開放的心，於日後去親

身經歷上帝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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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鳳肖黃鳳肖黃鳳肖黃鳳肖    

我今年已經 95 歲。我從前在鄉下耕田，來到香港就打工，然後結婚了，就照顧

兒女、做家務。我的人生非常簡單，沒有什麼特別經驗！ 

我好感謝耶穌，又感謝歐太帶我到醫院做身體檢查。我說話不清楚，就幫我傳

話給醫院，又幫我傳話給女兒，因為女兒也因病行動不便來不到探我，所以我

非常感謝姊妹對我的關心和照顧。 

 

記得有一次去完銀行，回家時行錯方向，走失了不知道怎樣回家。多謝耶穌，

最後有人帶我乘巴士 282 回家。又有一次，在家遺失了物品，找了很久也找不

到，多謝耶穌又幫我尋回。耶穌的恩賜很多很多。 

    

陳艷玲陳艷玲陳艷玲陳艷玲    

「我的恩典夠你用， 因為我的能力在軟弱上得以完全」  林後 12：9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

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們開門。」太 7：7—8 

這兩段聖經一直讓我深深感受和體會！回想昔日的我，上帝的恩典一直靜靜地

臨到自己的身邊，想著一直以來巧合的細節經歷，原來上帝一直在我身上作工！ 

馬太福音的經文，正正說出我是如何返教會，如何認識神。 第一次為了返適合

自己教會的事而祈禱，上帝就有回應！ 有一次和同學閒談，發現同學是有返教

會，亦在我家附近，這就給我第一次返教會的機會。 但因為結婚搬屋，因為路

程太遠，人就懶了。兩年前， 再一次祈禱求神給我機會再返教會。這次是一個

社區中心的活動而認識了詠樺小朋友，就這樣又再返了教會。亦同時發現是我

先生吳永廣的教會，正正巧合的事。 

受洗的事我亦祈禱，求領受這恩典。今年年頭亦下決定，亦有幸可以與先生於

同一間教會受洗。之後身體的問題，更領會「我的恩典夠你用， 因為我的能力

在軟弱上得以完全」。反省我有沒有信靠神？ 將自己交託給神之後便有改善。

我常在想，女兒謙文是上帝賜給我的孩子。因為她，我看到自己的不足， 又衝

動又會亂發脾氣。亦因為她，我克服了自己一直不喜歡吃的食物和改善自己的

壞習慣，亦去檢討反省自己。而謙文很多重要的事亦交託給神，由上帝為她預

備。因為我相信上帝的恩典亦會臨到她身上，亦會夠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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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麗紅余麗紅余麗紅余麗紅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直到永

生！ 」從我有記憶開始，就知道有著一位萬能的神一直在保佑著我們；因為我

的奶奶就是一個基督教徒，從小就帶著我去教會聆聽神的話語，向神禱告她的

需求，雖然那時的我還不是很懂，但就因為我的奶奶，讓我堅信祂的存在，雖

然奶奶已不在了，但我是相信她是去了全能父的裡面。隨著我慢慢的長大，也

越來越感受到神對我們的愛，祂是從來沒有放棄過我們的，當我的父親在生病

時，我們最無助時，是神一直保守著我們，保守著父親，讓父親從一次次的手

術台上安然的出來，即使到了最後那一次，醫生也無能為力了，神 還是沒有放

棄他，更要在他的身上行祂的神蹟，那時父親一度的昏迷不醒，就剩下那麼一

絲的生命力 了，就連醫生都叫我們做好心理準備，結果，昏迷後的第三天突然

醒來，還給我們講述了他遇到天使 來接他，不過他在世上的使命還沒完成，所

以神就讓他回來了，陪伴了我們一段時間，最後也回去主的懷抱，我相信，在

主的懷裡，他跟奶奶團聚了。 與此同時，感謝主，感謝你讓我與我的先生相遇，

相愛，雖然他現在還沒完全把自己交託給主，雖然他以前犯了錯，同時也受到

了懲罰，但主也沒有放棄他， 而是用主的力量在感化著他，在他生病時也是主

在 保守著他，讓他身體復活，在他的身上行駛了你的大能，使他相信，相信主，

依靠主。 感謝主，感謝主為我們的犧牲，時刻保守著我們， 救我們脫離兇惡，

阿門！ 

 

張國雄張國雄張國雄張國雄    

大概應該由 1995 年講起……有一日，我往沙田商務書局打算找一本《三國演義》

的書籍來看，誰知尋找中偶然地看到一本厚厚的，封面全黑的書籍，我拿起來

看才發現原來是一本聖經。不知是什麼驅使下，我取了這本聖經往櫃台付錢。

回家後，我也翻開聖經看了二百多頁便放下了。怎料那時我放下聖經就放下了

廿多年！這廿多年來，這本聖經一直擺放在我床頭沒有扔掉，及 2015 年間認識

了我的太太，我才發覺上帝一直沒有離開我，因為原來她也是基督徒！接著奇

妙的事又再次發生，在 2018年底，外父因病在醫院昏迷了三天，誰知他三天後

奇蹟地清醒起來，大家都問著外父這三天昏迷的情況，看到什麼？往那裡去？

外父說道：「有兩位天使帶了我到一條很長的天梯，通往天國上面。天國很美，

只是沒機會見到上帝！」當時我們各人都感到非常神奇，但我心中默默的相信

天國真的有上帝，真的有天使存在。及後我發現我家樓下巴士站附近的一所中

學，正是循道衛理沙田堂教會，這樣我第一次踏進了教會，尋求上帝。現在我

與太太一起到沙田堂聚會了！當我回想仍是覺得好神奇，原來當日太太一直以

為我是基督徒，才願意與我一起。這樣看來，豈不是上帝撮合了我們嗎？不經

不覺我感到上帝就接納了我，我總覺得上帝要給我一些使命！最後，我非常感

謝上帝讓我認識了太太，亦認識到一班沙田堂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決定把所有

的事都交給上帝，我決定參加洗禮班做一個完完全全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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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佳駒張佳駒張佳駒張佳駒    

《投靠》 

「投靠 祢翅膀蔭下  在你光中 不必驚怕 

唯獨敬畏你的 方可得依靠  別再自義 來轉向你」 
 
返教會已有頗長的時間，但一直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靈修、讀聖經、

祈禱樣樣也少做。在今年第一次將自己的煩惱真真正正的交到主的手中。當我

感到無比的恐懼及驚慌的時候，主所賜的平安陪我走過艱難的日子。即使有多

麼不配，主的翅膀還是為我們開。 

「洪水即將氾濫之時  是我主 坐著為王  願天歡喜 願地上快樂」 
 
在香港社會處於紛亂之時，唯願主的公義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 
 
「如鷹展翅上騰  等候我主的 必不羞愧  是你甘霖雨露 滋潤一切」 
 
人越大的時候，發現自己心靈越容易有疲乏的時候，每一次的崇拜都讓我的身

心靈有重新啟動的空間和機會。很感恩主讓我在敬拜裡面可以一步一步的尋見

祂，希望日後可以更多在敬拜上事奉主。 

    

宋振洲宋振洲宋振洲宋振洲    

不知不覺返了沙田堂已有八年時間，由中學畢業、到進入大學。隨著人生踏入

不同階段，對信仰亦有著不同看法及經驗。經歷過信仰上的浮浮沉沉，偶爾想

過洗禮，但又一直沒有動力參加洗禮預備班。在今年年初因病入了醫院，應承

了上帝如果手術後死唔去就洗禮啦。感謝上帝留我一條小命，亦應當回應上帝，

在各人面前確認為信徒。 

尚記得數年前、因為聽了詩歌《《《《足印》》》》而決定返教會。歌詞中提到自己在沙灘

上漫步，一直有上主和自己的兩雙足印。但走到後面，人生中低沉時卻只剩下

一雙足印。在最困擾、開始埋怨上帝時，上帝就對我說、在我最需要上帝時，

是上帝背著我走。雖然當時並非身處人生低谷，但卻被詩歌中上主對我們的愛

深深感動，同時亦深信主在我最痛苦時會親自帶我走過死蔭幽谷。返了沙田堂

後，上主也繼續用不同詩歌向我說話。感謝主亦讓我能在敬拜隊中以敬拜服事

上帝，並不斷學習敬拜上帝、在敬拜中親近上帝。 

在這半年的運動內，看見時勢的黑暗，同時亦令自己反思身為基督徒的身份應

如何回應世界、社會上的各種問題。面對政權的不公義，記起在沙循時，經訓

教導我們：「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

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在困苦、挫折中，不敢

忘記上主對我們的吩咐。願主在我們未來信仰的路上繼續提點，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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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部屬下「信仰分享專責小組」主辦 
困苦中的信仰生命困苦中的信仰生命困苦中的信仰生命困苦中的信仰生命    

信仰分享大使頒章及委任聯絡員分享會信仰分享大使頒章及委任聯絡員分享會信仰分享大使頒章及委任聯絡員分享會信仰分享大使頒章及委任聯絡員分享會    

日 期：二０二０年一月十三日（禮拜一） 

地 點：本會香港堂（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 

時 間：下午七時半 

講 員：李鼎新牧師（本會前任會長） 

內 容：短詩、「信仰分享」生命見證、培靈信息、頒章及聯誼 

對 象：教牧同工、各堂宣教佈道事工之負責同工及信徒領袖、各堂之「信
仰分享大使聯絡員」及有志於分享信仰之弟兄姊妹 

報  名：二０二０年一月六日（禮拜一）前向所屬堂會同工報名 
查 詢：歡迎致電 2528 0186／3725 4509 聯絡姜紫霞女士 

 
本會信徒培訓部  三年神學課程執行委員會 

第十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第十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第十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第十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聖靈工作初探聖靈工作初探聖靈工作初探聖靈工作初探」」」」    
 
現設旁聽席 
日  期：二０二０年一月八日至二月十二日（逢禮拜三，共六堂） 

講  師：李天鈞博士（神召神學院講師） 

內  容：本課程會從歷史（聖經、神學傳統、教會生活等）中對聖靈經
驗的不同記述或思考作開始，去探討當中對聖靈工作的理解，
並在這些理解下作出對當今聖靈工作（五旬節及靈恩運動／第
三波）的反省，及對辨識工作的實踐帶來啟迪。 

時  間：下午七時四十五分至九時四十五分 

地  點：本會香港堂十樓（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三十六號） 

備  註：如出席七成或以上及完成本科要求，可獲發聽講證明 

費  用：每位八百元 

報名及查詢：1. 輸入網址 http://bit.do/fj56p 或掃描二維碼報名 

2. 請致電 3725 4530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施泳欣女士 
 

講 道 筆 記                               講員：勞敏儀宣教師 

講題：Immanuel 神與我們同在 

經文：以賽亞書 7：10-16  馬太福音 1：18-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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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經經經        常常常常        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一一一一        覽覽覽覽    
 

 

主日崇拜    禮拜日 11:00am 主日聖餐 每月第一禮拜日 11:00am 下次聖餐 5/1 

週六崇拜    禮拜六  5:30pm 週六聖餐 每月第一禮拜六  5:30pm 下次聖餐 4/1 

主日祈禱會 每月第四禮拜日           10:00am 29/12 

週六祈禱會 每月第四禮拜六            7:00pm 28/12 

兒童主日學     (幼稚園至小六) 禮拜日              11:00am  

詩班 禮拜 日        10:00am 及 12:30pm 練習 

敬拜隊 禮拜五 7:30pm 及禮拜六  4:00pm 練習 

成 年部：                        福樂家  禮拜日               9:30am  

哈該家 隔禮拜日             2:00pm  

阿摩司家 每月第二禮拜六        8:00pm 11/1 

以斯帖家 禮拜三              10:00am 8/1 

年輕人小組 每月一次聚會      

              以利亞團契 每月第四禮拜日下午 26/1 

           但以理團契(職青) 禮拜六                 8:30pm 28/12 

 約書亞團契(職青) 每月第一禮拜六         2:30pm  

青少年部： 青少年牧區 禮拜六                 2:30pm          28/12 

          三一團契 禮拜六                 8:15pm 28/12 

  基督少年軍第 38分隊 禮拜六                 3:00pm 28/12 

主    任：王澤堂牧師    宣 教 師：勞敏儀女士  蘇家安先生 

行政助理：黃翠賢女士    宣教幹事：曾少卿女士  葉智聰先生 

神 學 生：周冠宗先生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地  址：沙田新田圍邨欣圍樓地下 

電話：2684 1026               傳  真：2698 6398 

http://stn.methodist.org.hk   電  郵：lc.stn@methodist.org.hk 

沙 田 循道沙 田 循道沙 田 循道沙 田 循道 衞衞衞衞 理中 學理中 學理中 學理中 學            校   長：何 振 傑 先 生     

電  話：2602 1300               地  址：沙田新田圍邨 

循 道循 道循 道循 道 衞衞衞衞 理 楊震家 庭 成長 軒理 楊震家 庭 成長 軒理 楊震家 庭 成長 軒理 楊震家 庭 成長 軒     主  任：曾泳淇女士      

 電  話： 2605 7155            地  址：沙田新田圍邨欣圍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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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2019 聖誕日暨聖洗禮 
日期：二 0 ⼀九年⼗⼆⽉⼆⼗⼆⽇(上午⼗⼀時) 

地點：沙⽥循道衞理中學⼀樓⼤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