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拜程序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十二月一日 
週六午堂：4：30pm(幼稚園)  晚堂：6：30pm(幼稚園) / 週日早堂：9：00am(幼稚園)  午堂及兒童小組：11：00am(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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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沙田堂的牧養、教導及宣教事工的方向、策略與實踐> 

佘健誠牧師 

沙田堂由 1994年開始轉型為細胞小組教會，至今已有 25年，這
25 年期間我們經歷過高峰和低谷的時期，雖然期間曾多次進行 NCD 教
會評估（2005年、2010 年及 2017 年），但前兩次評估之後，都沒有
實質或持久的跟進或改善的計劃，而最後一次的評估，則成立「教會
牧養重整小組」，領袖們一起探討小組牧養更新和崇拜更新的課題，
經過多次會議之後，前者沒有太多實質的建議，反而後者有許多的革
新和改進。再者，近年持續的社會運動，不單造成社會動盪、撕裂和
不安，也造成教會很大的衝擊和挑戰，尤其是雨傘運動之後，許多信
徒，尤其是年青的信徒因種種原因而離開教會，沙田堂也不例外，更
重要沙田堂於 2018 年在教牧同工團隊中發生了重大的變動，這一連
串的事情不單帶來教會的大震盪，也顯露出教會種種的問題。有見及
此，教會認為是時候為沙田堂檢視過去和計劃將來。 
   

由 2019 年 3 月開始，同工們經過多個月的商討，以教會三大事
工支柱（牧養、教導和宣教）作基礎，經過檢視和計劃，同時，香港
於今年六月發生社會動盪至今仍未解決，故在這段期間，教會一方面
思考教會的定位和在社會的角色，另一方面即時回應社會和弟兄姊妹
的需要，如：個別及家庭輔導、支援、特別禱告會、崇拜前安靜禱告
時刻、牧者家書、講壇信息和發放區會對社會的回應及禱文等，但長
遠來說，本堂更需要這三大事工作為鞏固弟兄姊妹的生命，最後，同
工會制定和更肯定這三方面的基本方向，就是： 
 

 守望成長、跨代同行的牧養和關懷 
 全人培育、建立教會的教導和裝備 
 召命實踐、服侍萬民的宣教和使命 

 
(第 13頁續) 

 
代堂主任： 佘健誠牧師(沙龍區) 執  事： 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 
牧 師： 張大華牧師(沙 B 區總區牧、沙望區、沙旺區、沙約區及沙泉區)  林德瑩執事、司徒麗燕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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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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 

同工 
總務長 音響/總務 招待/司事 

30/11 

午堂 
連皓晴 

哈海山 

區長 

中年危機 

(書 14:6-15) 
鄭嘉慧 

陳小敏 

譚兆恒 

陳小敏/ 

譚兆恒小組 

陳小敏/譚兆恒小組 

陳浩銘  何博文 

晚堂 謝瑋晏 
盧雅麗 

宣教師 

教會復興— 

真實的悔改 

(尼 1:1-11) 

呂彩嫺 朱銘珊 朱銘珊小組 

朱銘珊小組 

游珮珩  梁玉英 

1/12 

早堂 
趙振江 

羅偉真 

執事 

群體的復興之 

教會復興 

(尼 1:1-11) 

呂彩嫺 尹鳳蓮 葉浩然 

麥韻梅  羅合群 

黎燕妮  黃麗芬 

黃麗芬  林麗華 

午堂 莫苑萍 
路得 

姊妹 

行你所當行 

(路 12:35-48) 
謝駿麒 

司事長：伍恩君  司事：翁綺雯  甄國文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陳嘉明小組+呂偉玲小

組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書 14:6-15 / 尼 1:1-11 / 路 12:35-48 

宣  道    中年危機 / 教會復興—真實的悔改 / 群體的復興之教會復興 / 行你所當行 

奉  獻              堅守作精兵 / 真實的悔改 / 充滿我 / 奉獻身心為主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佘健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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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今主日）張大華牧師前往中華基督教會天約堂證道，請記念。 
3. 2-18/12(一至三)佘健誠牧師放大假，請記念。 
4. 如欲申請 2020 年 1-6 月於培英中學泊車，不論以往曾否登記過，所有人需
要重新申請，抽籤形式請參閱週刊第 17 頁，請於崇拜後到招待處填寫申請
表格。截止報名日期：15/12(日)。 

5. 2019/9,10 月財政報告及徵信錄，已張貼於崇拜地點及可於招待處取閱。 
6. 哈小家庭全年經費$429,024(每月$35,752)，截至 24/11，已認獻$97,300。除
了竹居台協會支持 20%之外，他們還需要約 25 萬，若以每月$400 為一個單
位，還需要 52 個單位。 

7. 「2020 年竹居台差傳月曆」可於招待處索取，請自由奉獻用作支持宣教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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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君王就在這裡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聖潔耶穌 祢寶座在這裡 哈利路亞 祢榮耀在這裡(x2) 
副歌：君王就在這裡 我們歡然獻祭 擁戴祢為王 榮耀都歸於祢 

君王就在這裡 大能彰顯這地 和散那歸於至高神主耶穌 
**更多更多來高舉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呼喊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承認祢是主 直到那日 我再見祢的面** 

 
何等榮美的名 

曲：Ben Fielding, Brooke Ligertwood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祢就是太初神的道 至高主與神同在 在造物中隱藏祢榮耀 今顯明在基督裡 
2.為了與我們同享天堂 祢帶著天國降臨 我罪雖重 但祢愛更深 我們永遠不分離 

副歌 1.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我王耶穌基督聖名 
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無一事物相比 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耶穌的聖名 
副歌 2.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我王耶穌基督聖名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無一事物相比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耶穌的聖名 
副歌 3.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我王耶穌基督聖名 
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無一事物相比 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耶穌的聖名 

*死困不住祢 幔子已挪去 罪和陰間屈服於祢 與天堂歡慶 祢榮耀顯明 死裡復活祢得勝利* 
**祢無所匹敵 祢無人相比 耶穌掌權直到永遠 國度屬於祢 榮耀屬於祢 超乎一切我主聖名** 

 
我們一起禱告吧 

曲、詞：高亨源 中文譯：張漢業 版權屬以斯拉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我們一起禱告吧 來到主跟前屈膝跪拜 祂是憐憫的主 我們向著天舉起雙手 
副歌：求祢打開天上門 將豐沛的恩雨 滋潤充滿整個大地 

終於看到主降臨公義的雨絲 澆灌在我們的身上 
 

這世代要呼求祢 
曲、詞：陳麒安、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主 我屬於祢 求祢差遣 我就跟隨 祢說話 我就順服 勇敢愛祢所愛的 
2.我們屬於祢 求主開啟我們眼睛 每世代向祢呼求 祢教我如何爭戰 

讓我們不分彼此 眾教會同心呼求 
副歌：這世代要呼求祢 呼求祢的愛降臨 高舉起代禱雙手 我們心與祢合一 

這世代要呼求祢 呼求祢的愛降臨 破口中勇敢站立 祢旨意成就這地 
**緊緊跟隨 緊緊跟隨 緊緊跟隨祢心意 永不放棄 永不放棄 直到祢的國降臨** 

 
堅守作精兵 

曲、詞：黑叔叔  版權屬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所有 

深不可猜透 痛都只好承受 想掩蓋著我心房 你是你的身影 
聽此刻傾聽 看光境多奇妙 心走過落魄蹉跎 眼淚擦乾飄渺 

*來吧  放下重擔 解開枷鎖出黑暗 每步每步邁開踏破 
憑藉赦罪救贖  全然付出  不會怯懦 帶著使命勇氣奔跑不竭* 

副歌 1.常緊緊依靠主 在我心中永恒不改變 傳揚祢浩恩 翻過千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祢駕著 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求主充滿我心 

副歌 2.齊堅守作精兵 立志去爭戰並已誇勝 無牆教會中 宣告祢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祢駕著 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求主充滿我心 

**榮光普照全地 求主充滿我心 榮光普照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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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我要一心稱謝祢 

曲：曾祥怡 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要一心稱謝祢 在諸神面前歌頌祢 

我要向祢的聖殿下拜 為祢慈愛和誠實稱讚祢名 

副歌：我要歌頌耶和華作為 因祢慈愛永遠長存 

我雖行在困苦患難中 祢應許必將我救活 

我要歌頌耶和華作為 因祢的名大有榮耀 

我呼求時祢必應允我 鼓勵我使我心裡有能力 

**祢必成全關乎我的事 祢必不離棄祢手所創造的** 

 

禱告的力量 

曲、詞：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以禱告播下救恩的種子  

以淚水澆灌心靈的深處   

神的靈使軟弱的心變得剛強  

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穌這磐石上  

副歌：禱告的力量 時間可以證明 

改變的大能 在耶穌基督裡   

獻上馨香之祭 直達到祢寶座前  

因祢信實 祢必垂聽每個呼求  

 

投靠 

曲、詞：方文聰 版權屬 Worship Nations 玻璃海樂團所有 

投靠 祢翅膀蔭下 在祢光中 不必驚怕 

唯獨敬畏祢的 方可得依靠 別再自義 來轉向祢 

副歌：洪水即將氾濫之時 是我主 坐著為王 

願天歡喜 願地上快樂 如鷹展翅上騰 

等候我主的 必不羞愧 是祢甘霖雨露 滋潤一切 

 

真實的悔改 

曲、詞：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祢已救贖我們 招聚我們 為祢爭戰 

主我們同心尋求 祢的國度 祢的公義 

求祢赦免我們得罪了祢 從今天起我們要順服祢旨意 

副歌：主我們真實的悔改 回轉到祢面前 求祢赦免我們的罪 潔淨我們的心 

主再次賜下祢恩典 再次賜下憐憫 求祢塑造我們生命 為祢而活 一生討祢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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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祢的信實廣大 

曲：William M. Runyon 詞：Thomas O. Chisholm 詩集：青年聖歌 14 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１.祢的信實廣大 我神我天父 全無轉動影兒藏在祢心 
祢不改變 祢慈愛永不轉移 無始無終的神施恩不盡 

２.春夏秋冬四季 有栽種收成 日月星晨時刻循轉不止 
宇宙萬物 都為造物主見證 述說天父莫大信實仁慈 

副：祢的信實廣大 祢的信實廣大 清晨復清晨 主愛日更新 
我所需要祢慈手豐富預備 祢的信實廣大 顯在我身 

 
榮耀神羔羊 

曲、詞：Larry Dempsey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副歌：惟有祂是榮耀 尊貴配得讚美 在寶座上的真神羔羊 

來敬拜祂 高聲齊來頌揚 在寶座上的羔羊 
 

心靈的迴響 
曲、詞：張祥志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天空裡散聚雲片片 無奈月明星不閃 莫流淚 悲歡合離是難免 
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淚面 

世途裡恩怨恨愛定會現 心靈中多少困倦與掛牽 
向前去不怕浪裡多風險 熱誠共創真美善 

願主愛 常記念 求恩主引導每一天 願真愛 存世上 永生福共享百萬年 
 

堅守作精兵 
曲、詞：黑叔叔  版權屬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所有 

深不可猜透 痛都只好承受 想掩蓋著我心房 你是你的身影 
聽此刻傾聽 看光境多奇妙 心走過落魄蹉跎 眼淚擦乾飄渺 

*來吧 放下重擔 解開枷鎖出黑暗 每步每步邁開踏破 
憑藉赦罪救贖 全然付出 不會怯懦 帶著使命勇氣奔跑不竭* 

副歌 1.常緊緊依靠主 在我心中永恒不改變 傳揚祢浩恩 翻過千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祢駕著 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求主充滿我心 

副歌 2.齊堅守作精兵 立志去爭戰並已誇勝 無牆教會中 宣告祢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祢駕著 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求主充滿我心 

**榮光普照全地 求主充滿我心 榮光普照全地** 
 

充滿我 
曲、詞：吳文琛 版權屬生命河靈糧堂所有 

我的心唯有祢 我的靈渴慕祢 我全人獻給祢 以全心讚美祢 
舉雙手敬拜祢 深深說我愛祢 我的神我的主 我渴望親近祢 
充滿我 澆灌我 使我靈得滿溢 充滿我 潔淨我 更新我 
充滿我 滋潤我 讓祢愛來圍繞我 我一生我一世屬於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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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無言的讚頌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彌賽亞音樂中心所有 

無言 無語 亦無聲音可聽 神的大能卻在世上知曉 
日頭冒升 又回歸於出處 神的恩惠又似日光普照 
副歌：諸天說述主的榮耀 穹蒼傳頌神大能力 

每日每夜發出詩句 讚美全能上帝 
 

高舉雙手 
曲：Andre Kempen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高舉雙手 向主歌唱 永活真神 再來君王 主耶和華 祢掌管我的心 
除祢以外我無別神 也沒有別的愛慕 祢是我心所愛 豐盛無限的聖靈 

因祢聖名 我願獻上我一生 
 
求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彌賽亞音樂中心所有 

我的主是祢的教導 儆醒禱告 不要灰心 
我的主是祢的話語 只需相信 必可得到 
也許今天不見動靜 彷佛找不到一點蹤影 
教我心堅固完全相信 神賜下的應許 

副歌：求告祢的必不至失望 尋找便必找得到 
求賜我信心開心中的眼 讓我看見那不可見的祢 

 
獻上今天 

曲：吳秉堅、詞：陳鎮華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掌握今天 讓這天作奉獻 為那永活國度快將再臨這地面 
要珍貴這一天 盡心思意志 努力承擔主所告知 

2.掌握今天 盡發揮作奉獻 懷著畏懼戰慄意專心誠無雜念 
人熱誠心志堅 主必施愛眷 且賞賜天上大榮冕 

副歌：將身心相獻 態度純一真摯 應堅守信心愛心不敷衍 
天天皆相獻 困倦毫不抱怨 要竭盡全力付上永不變 

 
奉獻身心為主 

曲：Carl Harold Lowden、詞：Thomas O. Chisholm 詩集：頌主新歌 448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奉獻我身心為主作工作 聽從主命令 得我主喜悅 
甘願背苦架 跟隨我救主 我一生一世是為主而活 

2.慈悲主耶穌 受死作中保 使我免罪孽 復與神和好 
感激主大愛 願聽主呼召 奉獻我一切來隨主引導 
3.無論何境遇 總為主作工 盡各樣本分 使主名得榮 
倘或有苦難 我情願忍受 為主名盡忠 得永遠生命 
4.在短瞬世間 願為主而活 因我心所愛 惟有主笑容 
深願為我主尋找失迷羊 引領疲倦人 安歇主懷中 

副歌：基督耶穌我救主 我心奉獻給祢 因祢在十字架上 為贖我罪釘死 
我要祢做我救主 來住在我心裡 我一生一世到永遠 要忠心服侍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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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週六午堂） 
講員：哈海山區長 
講題：中年危機 
經文：約書亞記 14:6-15（和修版） 
 
6 猶大人來到吉甲，約書亞那裏，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對約書亞說：
「耶和華在加低斯‧巴尼亞指著我和你對神人摩西所說的話，你都知道。
7 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從加低斯‧巴尼亞差派我窺探這地的時候，我剛四十
歲。我把心裏的話向他報告。8 雖然同我上去的眾弟兄使百姓膽戰心驚，
我仍然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9 那日，摩西起誓說：『你腳所踏之地
必要歸你和你的子孫永遠為業，因為你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10 現
在，看哪，耶和華照他所說的使我活了這四十五年。當以色列人在曠野飄
流的時候，耶和華曾對摩西說了這話。現在，看哪，我已經八十五歲了。
11 現今我還很健壯，像摩西差派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戰爭，是出入，
我現在的力量和那時的力量一樣。12 請你將耶和華那日所說的這山區給
我。那日你也曾聽說，這裏有亞衲族人，以及寬大堅固的城，或許耶和華
會照他所說的與我同在，我就把他們趕出去。」 
13 於是約書亞為耶孚尼的兒子迦勒祝福，把希伯崙給他為業。14 所以希
伯崙成了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的產業，直到今日，因為他專心跟從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15 希伯崙從前名叫基列‧亞巴；亞巴是亞衲族最
尊貴的人。於是國中太平，沒有戰爭了。    
大綱： 
1. 「中年人」的心態 
2. 如何保持「年輕」 
 ____________自己、瞓身___________、大膽____________    

反思問題： 
1. 我的信仰生命是否在走下坡？ 
2. 我對神國的事有多大熱情？ 
3. 我的「希伯崙」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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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週六午堂） 
講題： 中年危機 講員： 哈海山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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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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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週六晚堂） 
講員：盧雅麗宣教師 
講題：教會復興—真實的悔改 
經文：尼希米記 1:1-11（和合本修訂版） 
 
1 哈迦利亞的兒子尼希米的言語如下：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書珊城堡中。 2 那時，我有一個兄弟哈拿
尼，同幾個人從猶大來。我問他們那些被擄歸回、剩下殘存的猶太人和耶路撒
冷的情況。3 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餘民在猶大省那裏遭大難，
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牆被拆毀，城門被火焚燒。」  
4 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禱，5 說：「唉，
耶和華－天上大而可畏的神，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的神啊，6 願
你睜眼看，側耳聽你僕人今日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人的祈禱，承
認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都犯了罪。7 我們向你所行的非常
敗壞，沒有遵守你吩咐你僕人摩西的誡命、律例、典章。8 求你記念所吩咐你
僕人摩西的話，說：『你們若犯罪，我就把你們分散在萬民中；9 但你們若歸
向我，謹守遵行我的誡命，你們被趕散的人雖在天涯，我也必從那裏將他們召
集回來，帶到我所選擇立為我名居所的地方。』10 他們是你的僕人和你的百
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贖的。11 唉，主啊，求你側耳聽你僕人的祈
禱，聽喜愛敬畏你名眾僕人的祈禱，使你僕人今日亨通，在這人面前蒙恩。」  
我是王的酒政。   
大綱： 
背景 V1 
1. 真誠的態度 V2-4 
2. 真誠的禱告 V5-11  
反思問題： 
1. 在經文中我們看到尼希米能夠帶領以色列民重建城牆、重建群體與重建信仰，

是他以真誠的態度去面對他關心、看重的事，今天有甚麼事情是你看為重要、
關心，甚至願意犧牲一些社會普遍認為有價值的事（如安穩的生活）的呢？ 

2. 尼希米作為領袖在一切行動之先以祈禱開始，他禱文的重點是向上主認罪悔改，
面對近日的社會事件或每天的生活，你又是怎樣禱告的呢？尼希米的禱告，對
你有甚麼啟發嗎？未來一週你會怎樣禱告呢？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週六晚堂） 
講題： 教會復興—真實的悔改 講員： 盧雅麗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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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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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週日早堂） 

講員：羅偉真執事 

講題：群體的復興之教會復興 

經文：尼希米記 1：1-11 
  

1 哈迦利亞的兒子尼希米的言語如下：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基

斯流月，我在書珊城的宮中。 

2 那時，有我一個弟兄哈拿尼，同著幾個人從猶大來。我問

他們那些被擄歸回剩下逃脫的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3 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人在猶大省遭大難，

受淩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 

4 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

食祈禱說： 

5 耶和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愛你、守你誡命

的人守約施慈愛。 

6 願你睜眼看，側耳聽你僕人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

列民的祈禱，承認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

家都有罪了。 

7 我們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惡，沒有遵守你藉著僕人摩西所吩

咐的誡命、律例、典章。 

8 求你紀念所吩咐你僕人摩西的話說：‘你們若犯罪，我就

把你們分散在萬民中； 

9 但你們若歸向我，謹守遵行我的誡命，你們被趕散的人雖

在天涯，我也必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回來，帶到我所選擇立

為我名的居所。 

10 這都是你的僕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

救贖的。 

11 主啊，求你側耳聽你僕人的祈禱，和喜愛敬畏你名眾僕人

的祈禱，使你僕人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

酒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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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復興：神的靈進入衪子民中間，他們的靈甦醒，經歷主的祝福。 
 
2. 尼希米成長於波斯國，他沒有否定自己是猶太人，身居要位，任酒

政。 
 
 
大綱： 
1. 尼希米心繫同胞（1:1-4 上） 
 1.1 在書珊城的宮中，作王的酒政（1:1,11） 
 1.2 掛念猶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1:2） 
 1.3 猶太人受逼迫，城牆被毀，城門被燒（1:3） 
 1.4 哭泣、悲哀（1:4 上） 
 
2. 尼希米的禱告（1:4 下-11） 
 2.1 禁食禱告（1:4 下） 
 2.2 神是信實（1:5） 

2.3 向神認罪（1:6-7） 
2.4 神的話語（1:8-9） 
2.5 神是拯救（1:10） 
2.6 神是掌權（1:11） 

 
反思問題： 
1. 你的生命要被翻轉嗎？ 
 
2. 從尼希米身上，我們如何在工作與事奉上學習到態度和原則呢？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週日早堂） 
講題： 群體的復興之教會復興 講員： 羅偉真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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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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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週日午堂） 
講員：路得姊妹 
講題：行你所當行 
經文：路加福音 12:35-48 

35「你們腰裏要束上帶，燈也要點着，36 自己好像僕人等候主人從婚

姻的筵席上回來。他來到叩門，就立刻給他開門。37 主人來了，看見僕

人警醒，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必叫他們坐席，自己

束上帶，進前伺候他們。38 或是二更天來，或是三更天來，看見僕人這

樣，那僕人就有福了。39 家主若知道賊甚麼時候來，就必警醒，不容賊

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40 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

候，人子就來了。」41 彼得說：「主啊，這比喻是為我們說的呢，還是

為眾人呢？」42 主說：「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裏

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43 主人來到，看見僕人這樣行，那僕人就有

福了。44 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45 那僕人若

心裏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就動手打僕人和使女，並且吃喝醉酒。

46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僕人的主人要來，重重地處治

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47「僕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卻不預備，又

不順他的意思行，那僕人必多受責打；48 惟有那不知道的，做了當受責

打的事，必少受責打。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 
   
反思問題： 
1. 聖經記下神對我們行事為人的吩咐，你願繼續進深認識神的話語嗎？你有

什麼具體計劃？請與人分享，並嘗試與弟兄姊妹一同實踐，彼此砥礪。 
  

2. 你在生活不同處境、場所中遵行神的吩咐時，你曾／正遇到什麼困難？你曾

／正如何回應？彼此分享，互相激勵。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週日午堂） 
講題： 行你所當行 講員： 路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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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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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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教會，賜恩加力給領袖們和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地、彼此恩賜

配搭建立教會，在這時代中見證榮耀主，經歷主的復興！ 

2. 求主幫助弟兄姊妹能發揮上帝給他們的熱忱、恩賜、才幹和經驗，活出主給

他們的召命！ 

同工： 

1. 請為蔡碧翠姊妹代禱，祝福她身心健康，保持心境平靜，能敏銳上帝的聲音。 

2. 請為蔡榮欣弟兄代禱，在不安世代中繼續尋求平安。 

3. 請為張雪瀅姊妹代禱，求主加能賜力，好讓她有心有力去學習恆常禱告仰望

主，縱使很多事與願違的事情發生，仍不減對主的信心。 

哈海山馮惠茵的宣教家庭： 

1. 請為馮小媽媽懇切禱告，11 月初因肺積水入院，身體變得虛弱，祈禱求神醫

治安慰，並讓其他姐弟分擔照顧媽媽時也容易上手。2. 請為馮小祈禱，12 月初

突然要做一個小手術，希望身體迅速康復。3. 為哈的工作祈禱，希望 20/12 前

能順利完成所有學校工作，23/12 輕鬆離港赴泰。 

肢體： 

1. 感恩！沙靖區樊家輝、何淑儀於 21/11 順利誕下女兒梓柔 Jodie，女兒健康活

潑，各方面都感受到神的恩典，非常感恩，求主祝福他們家庭的適應，他們

身心靈都健康有力。 

2. 請為沙勉區陳淑英姊妹代禱，她於 28/11 做了微創手術（除去肝臟的腫瘤），

求主醫治保護她，清除體內一切的癌細胞，有健壯的身心靈，有好的康復，

經歷主的恩典！ 

3. 請為李忠生弟兄的家人代禱，將於 9/12 早上舉行忠生弟兄的花園葬（撒灰），

求主賜福她們，安慰和鼓勵她們，賜她們盼望和平安。 

4. 請為黎錦漢弟兄代禱，他做完換膝蓋手術後，求主幫助他的腳部有好的復健，

腳步穩當，行動自如。 

香港： 

1. 感恩！上週日區議會的選舉順暢地完成！求主賜智慧給新任的區議員能夠

履行他們的政綱，專心和盡心地為市民服務，秉行公義，以身作則。 

2. 求主幫助執政者能聆聽市民的聲音，能作合宜的回應和行動，彼此能夠有更

多的溝通，修補撕裂的關係。並求主幫助信徒，從自己做起，不存記和不散

播仇恨，只分享主愛。並求主幫助香港能建立彼此尊重的關係，真正活出民

主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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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第 1頁封面文章） 

在牧養方面 

其目標： 

 羊群在不同生命週期得到跨代及同儕的適切支援； 

 有需要的人和肢體在一個健康的成長藍圖中成長及得蒙牧養； 

 對主有熱誠的群體彼此建立並一同見證使命門徒的身份。 
 
事工實踐的建議： 

 較逼切實行之項目，就是時局及社會各種狀況能處境化地為肢體

提供適時的心靈醫治及聖經輔導，加增屬靈生命的能量。 
 
其他需要跟進的事工： 

 加強全人關顧使肢體有更深入的心靈交通（例如：設立 Soul 

Friends Platform / Spiritual Counselling Groups 靈友輔導

組）； 

 設立不同世代肢體的連結平台，造就多元的支援及同行關係（例

如：生命成長及職場講座）； 

 造就以家庭及生命週期為本的關顧文化（例如：可善用大堂崇拜

的流程及配套）； 

 領袖及同工中籌組牧靈輔導及突發支援小組（例如：於突發事局

中能協調教會肢體回應需要）； 

 牧者留意有牧職恩賜的肢體，鼓勵肢體考慮全時間進修神學，同

時建立牧人師徒關係（例如：牧者與有牧職恩賜的肢體一同參與

神學院內的聚會，加強肢體對牧職的了解，並定時有師徒輔導之

時間，協助教會栽培新的牧者）。 

 

在教導方面 

其目標： 

 信徒及堂會得以裝備、能承擔聖工、建立堂會及天國(弗四 12)； 

 信徒在真道上長大成人，滿有智慧、與神及與人的愛不斷增長。 
 
事工實踐的建議： 

 較逼切實行之項目，就是透過裝備站或其他教導平台，教導弟兄

姊妹從聖經、神學與實踐角度，認識及察驗我們所身處的世界以



14 

 

及其中的境況，從而反省教會及個別信徒在現今世代應盡的責任

和須履行的使命。 
 
其他需要跟進的事工： 

 建立生命成長階梯———慕道、栽培、門訓、教練； 

 生命培訓———設立栽培員訓練班、帶領查經、門徒訓練、聖經

課程；未來同工的培育，透過鼓勵、物色、開闊視野等與他們同

行，並引領進入牧職裝備／神學教育； 

 事奉崗位訓練———崇拜方面：招待員、總務、音響、敬拜；事

工方面：探訪員、組長訓練； 

 佈道訓練———個人佈道法； 

 講壇信息———個人成長觀、小組觀與教會觀、事奉觀、天國觀。 

 

在宣教方面 

其目標： 

我們認為教會的宣教是不在乎宣教地域或對象，而是教會在任何地

域、信徒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中，都一起肩負各種崗位角色，於見證、

佈道及服侍上來回應從耶穌基督所領受的使命： 

 見證：讓肢體在每一個生活場境中，如：家庭、學校、職場、社

區和教會裡，活出天國福音來作見證，亦以天國價值觀代人處事，

使人認出我們是基督的門徒； 

 佈道：能在生活中透過宣講方式（宣講亦包括透過文字、話劇、

佈道會等等的方式）來傳揚福音，讓人認識耶穌，帶領人信主； 

 服侍：能透過服務（如：探訪、學生補習、助養和服務等等），來

祝福及關懷有需要的人，使人感到神的愛和臨在。 
 
事工實踐的建議： 

較逼切實行之項目： 

 推動和拓展： 

 探索社區弱勢社群可以持續服侍的，以本地為中心方向發展，

如：水泉澳社區，沙博乙社區，區外的弱勢社群等等。 

 教育和培訓： 

 針對社區服侍群體需要，作出教育和培訓弟兄姊妹實務服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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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差遣和實踐： 

 透過服侍和見證，作為散種的工作，將福音的種子埋在人的心

中。 
 
其他需跟進的事工： 

 推動和拓展： 

 建立分享平台，定期舉辦交流會，讓教會中不同差傳工作有互

相了解及支持。 

 發展及檢討現時的宣教方向及策略:人力資源、現有事工、發

展性、需要的資源、整理及匯報當地需要並宣傳。 

 加強差傳小組執行、總統籌和連結各牧區的差傳工作，如短宣。 

 教育和培訓： 

 在短宣前後舉辦課程、分享會，加強宣教胸襟及視野。 

 跟進短宣隊員生命成長，孕育宣教士。 

 向會眾分享宣教基金及各宣教事工的狀況，如:小燕子基金、

石仔昱基金狀況，教育奉獻觀。 

 差遣和實踐： 

 檢視短宣隊出隊需要、隊牧的角色及需要。 

 對個人發起的差傳工作作出支持及肯定。 
 

教牧同工經多次集體和分組討論後，認定了教會三大事工的目

標，他們期望執事會和堂委會能作出肯定之外，信徒領袖和會眾也能

一同擁抱這教會事工目標和策略，並能一起具體地實踐出來。至於同

工團隊討論教會現況時，大家曾提出過一些沙田堂在牧養、教導和宣

教事工上所顯露的問題或令人擔憂的地方，而這些問題和擔憂很有可

能在推動新的事工時，會帶來一些限制或困難。另一方面，除了事工

上的不足，沙田堂現行的架構制度，在溝通、事工執行、領導管理及

牧養和組織上，同樣會帶來推行新事工時的限制或困難，因此極需在

執事會帶領下，教會的領袖們能一同去處理和解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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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19年 11月份堂會議決摘要 

1. 通過接納執事會建議聖誕節洗禮名單。 

成人洗禮：陳素華（沙勉區）          張麗兒（沙旺區） 

黎斯慧（沙靖區）          林國杰（沙綠區） 

陳德榮（沙奮區）          何梓峯（沙奮區） 

陳俊楠（沙少區）          梁昭頤（沙少區） 

嬰孩洗禮：謝梓楓（父：謝毅仁，母：王慧筠） 

梁  之（父：梁世傑，母：王希文） 

陳予謙（父：陳志成，母：李敏思） 

陳予諾（父：陳志成，母：李敏思） 

譚樂晴（父：譚柏然，母：黃曉華） 

2. 通過接納執事會建議 2020 年度沙田堂事工計劃。 

3. 通過 2020 年本堂的會友大會議程。 

4. 通過 2020 年本堂的財政預算。 

5. 通過更改教會註冊地址，新註冊地址為本堂辦公室。 

（沙田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09 室）。 

6. 通過聘請 D.V. CPA Limited 為本堂二零二零年度核數師。 

7. 通過經濟小組建議新基金成立的原則。 

a. 新基金應配合教會發展方向或事工需要而成立。 

b. 新基金不能歸類於現有基金的涵蓋範圍之內。 

c. 由堂會內部撥款成立的基金，堂會可回撥至經常費或與其他

基金合併使用。 

d. 其他團體附特定目的奉獻予本堂，堂會只能按捐獻者的意願

使用。 

8. 通過經濟小組建議成立新專款應考慮的事項。 

a. 該專款設有上限（現行制度：牧區宣教專款上限為 5 萬元，

宣教士是沒有上限） 

b. 如連續三年未曾運用專款，該專款將被懸空（如有合理原因

解釋 3 年內沒有相關支出的原因可考慮豁免）；連續五年未

被運用，專款將被回撥至相關基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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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午堂成人： 83人 兒童： 2人 沙苗區： 小天地： 5人
晚堂成人： 36人 兒童： 3人 幼班： 20人

24/11 早堂成人： 80人 兒童： 6人 中班： 24人
午堂成人： 82人 兒童： 1人 高班： 25人

合計 成　　人： 281人 兒童： 12人 沙苗區： 74人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 

同工 
總務長 音響/總務 招待/司事 

7/12 

午堂 
李皓昕 

路得 

姊妹 
自由題 鄭嘉慧 陳德榮 陳德榮小組 

陳德榮小組 

黃菁汶  尹穎欣 

晚堂 尹鳳蓮 
謝駿麒 

宣教師 
群體的復興： 

家庭復興 

(瑪 4:5-6， 

書 24:15) 

張大華 譚柏然 譚柏然小組 
譚柏然小組 

羅偉成  林煒菁 

8/12 

早堂 
呂彩嫺 

王桂芳 

牧師 

王桂芳 呂愛 陳偉業 

羅淑卿  何強華  

李仕波  胡佩琼 

李國恩  劉詠儀 

午堂 方卓雅 謝駿麒 
司事長：葉智軒  司事：譚穎思 鄺傑恒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謝翎翔小組/梁翠茵小組 
 

培英中學的泊車安排 
 

如欲申請 2020年 1-6月於培英中學泊車，不論以往曾否登記過，所有人
需要重新申請，請於崇拜後到招待處填寫申請表格。截止報名日期：

15/12(日) 

 
1. 五個車位將以抽籤形式分配給居住於沙田區以外及有孩子的申請者。 

(中大，火炭，大圍，西沙算沙田區內) 

2. 八個車位，將以抽籤形式分配。 
3. 二個車位，將以抽籤形式分配給詩班及敬拜隊樂司。 

4. 半年抽籤或分配一次。 

5. 過去半年內之使用率需要超過三分二，否則暫停分配或抽籤一次。 

6. 獲分配車位的弟兄姊妹，每次出席崇拜需於招待處簽到，以便統計使 

用率。 

7. 過去半年不中籤的，下半年獲優先分配，其餘給過去半年中籤的及其 
他申請者作抽籤。 

 
備註：三項抽籤，只能選擇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