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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教會觀

電郵：stc@hkcccc.org

佘健誠牧師

舊約聖經有兩個名詞，都是指群眾的集會，就是 Oahal 和 Edah，
前者是泛指群眾集會，包括宗教性和非宗教性，如：軍隊聚集（撒上
十七 46-47），王與百姓的集會（王上八 14,22,25）和以色列百姓聆
聽上主的話（申九 10）等，這字在舊約聖經出現約有 123 次；而後
者是指群眾為了宗教及律法目的而聚集，在舊約聖經中出現約有 147
次。但七十士譯本（希臘文舊約聖經）把 Oahal 譯作 ekklesia（那被召
出來的）共 73 次，其他則譯作 synagoge（會堂），而 Edah 就常被譯
作 synagoge（會堂），在昆蘭出土的死海古卷中，Edah 出現的次數比
Qahal 多，然而兩者之的分野並不清晰，在死海古卷裡似乎是共通的名
詞 1。
但新約聖經的作者們在描述教會時，他們選擇用 ekklesia，而不選
擇用 synagoge（會堂）來作教會的名稱，有聖經學者認為當時的聖經
作者可能刻意把猶太人在會堂聚集跟基督徒集會分開，雖然這字起初
指一般聚集的人群，但到了初期教會，這字從人群的聚集發展至具有
神學內涵，專門來形容上主的子民（信徒從上主被呼召出來），也即
新約的教會。這字在福音書中，只出現過兩次，分別是太十六 18 和
太十八 17。而馬太福音的作者強調主耶穌是大衛的後裔和舊約所應許
的彌賽亞，祂來到世界，向以色列民，即是上主的選民傳道（太十 56），但心硬的猶太人卻拒絕祂，只有少部份的人接受祂為彌賽亞，這
少部份卻取代了以色列民，成了真以色列，是上主的子民，主耶穌稱
他們為教會，雖然主耶穌在地上向猶太人傳福音，但祂復活後卻差派
教會往普天下向萬民傳講福音（太廿八 19）。教會是主耶穌所建立，
主耶穌對彼得說：「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
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太十六 18）由此可知，教
會並不是一座禮拜堂或聚會的地方，而是指被上主呼召的群體一起聚
集，他們成為教會。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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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日堂。《系統神學：教會論》香港：播道出版社。

聖經說：「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
千人，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徒二 4142）一般聖經學者這節經代表教會的起源和開始，讀者從使徒行傳和
新約書信，尤其是保羅書信，可以看見當時教會的發展和情況。而從
這些著作和書信中，呈現中有兩種的教會。
第一種：地方性的教會。
使徒行傳提及的教會，都是地方性的教會，如：耶路撒冷教會和
安提阿教會。而這些教會有一個特點，就是一個教會而多個聚會點，
因初期教會多數在家裡聚會。ekklesia 在使徒行傳中出現了約 20 次，
絕大數是單數的，表示同一處地方，雖有許多聚會點，但教會只有一
個，不是多個聚會點，就有多間教會。正如徒二十 17 記載使徒保羅
打發人往以弗所城，邀請當地教會的長老來與他見面，而所用的
ekklesia，都是單數，但我們知道以弗所城內必定有很多聚會點，而這
班長老是以弗所城所有聚會點的領袖和代表，因這城只有一間教會來
管理這麼多的聚會點，這是當時地方性教會的特色，像今日中國的家
庭教會一樣。而地方性教會也有一樣的特點，就是必須有洗禮（徒二
38, 41）和聖餐禮（徒二 42，46），還有當時的地方性教會有一定的
規模、組織和制度。如：教會的領袖起初由使徒擔任，不久便選立執
事（徒六 1-6），稍後又有長老的出現（徒十一 30），長老成為教會
的監督和代表（徒廿八 28），忠心牧養教會和提防假教師，而當時教
會也曾召開耶路撒冷會議來解決外邦信徒是否需要行割禮（徒十五 119），還有宣教士亦需經由教會的按手差遣才出發，他們的宣教旅程
也得到教會肯定和支持（徒十三 3），再者，使徒保羅十分關注教會
的組織問題，並定下選立教會執事和按立長老的標準和要求（提前三
1-13），也支持教會的規矩、傳統、又要求教會要教導信徒持守正確
的教義。故此，雖然教會是有信徒組成，不是指禮拜堂或地方（其實
初期教會都沒有自己的禮拜堂，他們多數在家庭裡聚會），但地方的
教會是有一定的規模、功能、組織和制度，不是每一個聚會點都是教
會，他們只不過是地方教會的一部份而已。
第二種：普世性的教會。
在保羅書信中，使徒保羅用了許多的比喻和圖畫，來形容教會或
教會與基督的關係，如：新婦（弗五 31—32）、身體（弗四 12）、
2

神的子民（彼前二 9）、靈宮（彼前一 5）和神的家（提前三 15）等。
其中一個用了基督的身體來形容教會，即普世的教會。聖經說：「又
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
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 22-23）又說：「就如身子是一個，
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我們
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
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
肢體。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屬乎
身子。」（林前十二 12-15）使徒保羅在這些經文中，用基督的身體
來指地上所有的基督徒或普世的基督徒群體，又因當時的教會簡單分
別猶太人的基督徒和外邦人的基督徒，前者一直視為自己民族是上主
的子民，自視過高和看不起外邦人，雖然當時有很多外邦人相信耶穌，
但猶太人的基督徒始終與外邦人的基督徒格格不入，不論在生活方式
和價值觀都很不好，但使徒保羅藉這些經文想表明，不論不同的種族，
不同身份，不同地方，只要大家共同相信耶穌，大家同屬基督的身體，
即是這個普世教會的一份子，因為教會，即基督的身體是由所有信徒
組成，我們在主裡是合而為一，信徒不是身體，只是大家互為肢體，
同屬這個身體和教會，同樣，今日在地上不論有多少的地方教會或信
徒，有多少不同的宗派和禮儀，只要我們有共同的信仰，我們都是同
屬基督的身體，同是這個普世教會的一員。
因此，從新約聖經中，我們只看見兩種不同的教會，就是地方性
的教會和普世性的教會，沒有看見第三種的教會，同樣，沙田堂屬於
地上其中一間地方性的教會，也屬普世教會的一部份，至於沙田堂的
小組，現時沙田堂共有六十九個小組，按新約聖經的顯示，小組並不
等同教會，否則，沙田堂不是一間教會，而是六十九間教會，小組與
沙田堂是有別，是沙田堂的一部份，所以，信徒要齊心建立不是單單
一個小組，而是整個教會，我們必須有這個觀念和認知，否則，我們
沒有目標要建立沙田堂，要緊記聖經所說：「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
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
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四 12-13）
代堂主任： 佘健誠牧師(沙星區、沙龍區、沙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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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桂芳牧師(沙勉區、沙星區、沙龍區、沙宣區、沙少區)
林偉漢執事、莫苑萍執事
宣教師：
呂彩嫺宣教師(沙勉區)
黃慧貞宣教師(沙苗區)
鄭詠怡宣教師(沙靖區)
鄭嘉慧宣教師(沙奮區)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
詹志誠宣教師(沙綠區)
陳智衡宣教師(義務)
行政同工： 楊麗珍、蔡碧翠、蔡榮欣、張雪瀅
工 友：周劍平、張嘉輝、關自力、陳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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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詩歌
誰主明天
曲：吉中鳴、詞：鄭楚萍 版權屬香港基徒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動盪變遷世事難料徬徨裡失去目標
生老病危苦罪是迷人生消失似煙
2.禍患困擾天災難料誰定向為我指示
唯獨救主可指引方向陪伴我尋覓那新一天
副歌：明天告別時幻變世界會終結唯獨祢永活永生永不改變
耶穌祢是盼望是祢主宰今天明日掌管於祢手裡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曲、詞：方文聰 版權屬 Worship Nation 敬拜族所有

1.主祢是我亮光是我生命的保障
主祢是尊貴祢是可畏是我的高臺
2.主祢是我牧者是我生命的安慰
主祢是拯救祢是寬恕是我的盾牌
*抬頭吧別再被勞役降服吧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獲釋放祢國要彰顯*
副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
我要不惜一切順服祢訓示盡情地獻上作活祭
唯有耶穌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祢能使瞎眼看見耶穌祢能醫治傷心人
耶穌祢有權柄釋放叫不可能變為可能
副歌：唯有耶穌掌管天地萬有唯有耶穌能使水變成酒
叫狂風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蹟耶穌無人與祢相比
世界之光
曲：曾祥怡 詞：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 世界的盼望 唯一的真光 照亮一切黑暗
耶穌 道路真理和生命 配得至聖尊榮到永遠
副歌：萬國萬民齊來敬拜 在聖潔的光中 高舉耶穌基督的名
天上地下齊來敬拜 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祢 世界之光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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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二月一、二日
講員：詹志誠宣教師
講題：勇爭戰、見榮光
經文：以弗所書 3:1-13（和合本修訂版）
1 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囚徒的，替你們祈禱。2 想必你
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把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3 用啟示讓我知道福音的奧
祕，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4 你們讀了，就會知道我深深了解基督的奧祕；
5 這奧祕在以前的世代沒有讓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向他的聖使徒和先知啟
示一樣，6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
同為蒙應許的人。
7 我作了這福音的僕役，是照著神的恩賜，是照他運行的大能賜給我的。8 雖
然我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他還賜我這恩典，讓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
給外邦人，9 又使眾人都明白甚麼是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的奧祕，
10 為要在現今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11 這是照
著神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完成的永恆的計劃。12 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裏
面放膽無懼，滿有自信地進到神面前。13 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我為你們所
受的患難喪膽；這原是你們的光榮。
講道大綱：
引言：真光揭示、生命改變。
1. 主揭示使我們實現真我（1-6 節）
2. 主揭示使真我無畏無懼（7-13 節）
結語：在主的奧秘中，能堅定前行，見證活著的主，得以榮神益人。
祈求：願主向我們每一個揭示祂的心意，在祂永恆計劃中，堅守崗位，為主發
光發熱。
---------------我的回應----------------日期：
講題：

二零二零年二月一日（週六午堂/週六晚堂）
勇爭戰、見榮光
講員： 詹志誠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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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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20 年 1 月份堂委會議決摘要
1. 有關 2020 年堂委互選，本年度堂會職位分配如下：
主席：
莫苑萍執事
副主席：
李偉禾弟兄
司庫：
文書：

陳灼輝弟兄
方卓雅姊妹

經濟小組主席：
經濟小組成員：

陳灼輝弟兄
莫苑萍執事、佘健誠牧師、
羅偉真執事、李偉禾弟兄

行政及事務小組主席： 黎碧筠姊妹
行政及事務小組成員： 王桂芳牧師、林德瑩執事、
方卓雅姊妹、侯國龍弟兄
人事小組主席：
人事小組成員：

黃意君姊妹
佘健誠牧師、林偉漢弟兄、
李偉禾弟兄、方淑妝姊妹

2. 通過有關 2020 年銀行有效簽名人員如下：
Ａ組：佘健誠，張大華，王桂芳。
Ｂ組：莫苑萍，陳灼輝，司徒麗燕。
以上任何二人簽名有效，但Ａ組成員在同一張支票上不能同
時簽署。
3. 通過有關 2020 年區會週年大會代表如下：
莫苑萍，李偉禾，林偉漢，方淑妝
4. 通過接納執事會建議推薦鄭嘉慧宣教師申請差遣區會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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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義跑」延期通知］
因應本港政府於 2020 年 1 月 25 日已將新型傳染病應變級別，提升至最高
的「緊急」級別。而本次「泰義跑」活動涉及超過 300 名工作人員及參與
者，為減低交叉感染的機會及風險，泰義跑籌備委員會(籌委會)與教會(沙
田堂)及李偉良先生(石仔)商討後，決定將原先於 2020 年 2 月 2 日舉行的
「泰義跑-泰南購地籌款活動」正式延期，並會因應疫情的發展情況，積極
物色另一日期再次舉行「泰義跑」活動!
對於活動取消及延期舉行，將有以下的詳細安排：
1) 2020 年 2 月 2 日，當天的泰義跑活動將取消。工作人員和參與者毋須
當天到場出席。
2) 暫定改期於 2020 年 5 月或之後重辦舉行。(確實的舉行日期，須按疫情
的發展，而作另行通知)
3) 如能另覓日期舉行，已報名的參與者毋須另行報名。
4) 參加者或單購 TEE 的 TEE Shirt，均將於重賽日公佈後，跟選手包派發
日時派發。
5) 所有已收集的奉獻，會繼續撥歸泰南購地辦學的專款中，以支持石仔於
泰南購地興建但以理基督教國際學校之用，而不作退款安排。
6) 如已報名參與者，而未交報名費奉獻的弟兄姊妹，鼓勵大家於 2020 年
2 月 2 日或之前，按早前報名的繳費方法，繼續支持購地建校事工!
7) 奉獻金的收據，將於 2 月份四堂沙田堂的崇拜中陸續發出。
在此，我們感謝弟兄姊妹在各方面的支持及不同形式的參與。對於以上的
安排，如為大家帶來不便，望各位能見諒。
籌委會原已準備好本次活動所需的物資，包括參與者/工作人員的 TEE、
Banner、完成者獎牌、指示版及號碼布等。因此，我們將會竭盡所能，另
覓日期重辦活動!! 以能讓大家身體力行，支持石仔、支持上帝於泰國的事
工！更邀請大家為泰南但以理學校的所有籌備工作祈禱!
最後，也邀請各位一同為香港的疫情祈禱：
「面對這次疫症，求天父憐憫，醫治患病的人；求主賜智慧給管治團隊，
給他們有謙卑的心去處理這件事；求主賜能力給醫護團隊，讓專家們能儘
早找到疫苗，使病毒得已控制；求主賜平安給所有人，人心惶惶，當口罩
炒到熱烘烘，其實我們更需要主的平安，使我們不懼怕。阿們！」
如對於活動安排有疑問或查詢，可聯絡 Wilson / 阿麒
泰義跑籌備委員會上
2020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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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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
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現在我已選擇這殿，分別為聖，使
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裏。」歷代志下 7:13-16
求主激勵我們更多禱告，一起仰望神，不同年紀一起祈禱，不同的地方（家
庭、職場、教會等）的基督徒一起禱告，求主憐憫和幫助！面對疫症，除了
防護外，心靈健壯也是好重要，讓我們的眼目仰望主，倚靠祂，讚美祂！主
的喜樂成為我們的力量！求主賜福我們，更深經歷主的同在、同行和同工！
個人生命，家庭和教會被主更新和復興！
2. 求主幫助教會所作的一切防疫措施，都能有效實行，大家同心合意，群策群
力。
3. 在這非常時期，無論在教會或家中(網上直播)參與崇拜，求主激勵我們仍能
專注於三一真神，尊崇祂，榮耀主！聆聽衪的話，在這末後世代實踐主使命！
4. 求主激勵家長建立家庭崇拜，禱告祭壇，主賜他們智慧和信心，讓兩代同心
敬拜主，實踐主道，活出家庭的使命！
堂委：
1. 請為李偉禾弟兄代禱，求主帶領他適應新工作和新團隊。求主保守岳父身體
及岳母心情，主賜恩典和平安。
2. 請為方卓雅姊妹的靈命代禱，求主讓她在日常讀經和祈禱中，領受從神而來
的話語和鼓勵，讓她在職場和教會的事奉都常常得力。
3. 請為黎碧筠的媽媽代禱，她的抵抗力較差，求天父保守看顧她，願疫情早日
平息！
香港：
為疫情禱告：
父啊！今日香港、武漢、中國，甚至全世界面臨冠狀病毒的危機，很多人生命受
到威脅，也有很多人已死亡。面對這次疫症，求天父憐憫，醫治患病的人，能早
日康復，安慰離世者的家人；
求主賜智慧給管治團隊，給他們有謙卑的心去處理防疫和抗疫，果決地阻堵病菌
源頭，關顧民眾的安全和需要；求主賜能力給醫護團隊，保護他們，主賜智慧予
醫生治療病人！求主幫助專家們能儘早找到疫苗，使病毒得已控制；
求主幫助生產商有智慧地加速生產合規格的口罩，使全球有充足的供應，遏止不
義商人謀取暴利;
求主賜平安給所有人，人心惶惶，當口罩炒到熱烘烘時，其實我們更需要主的平
安，使我們不懼怕！並賜我們智慧做足和做好防疫措施，常有積極正面的情緒和
態度，保護身心靈。
求主幫助眾人表現人性的真善美，彼此看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求主寶血遮蓋我們，並饒恕我們一切的罪孽， 憐憫我們不過是塵土， 求主紀念
我們一生的年歲， 我們的存活在乎祢，滿有主的恩典和豐盛！阿們！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
26/1 新春聯合崇拜
成人 : 43 人 兒童 :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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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本堂對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的防疫安排如下：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防疫措施（2020 年 1 月 31 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雖然昨天本堂發出防疫措施的通告，但鑑於武漢肺炎進一步嚴峻，受感染者其潛
伏期最長為 14 天，比昔日沙士情況更嚴重，基於農曆新年後由國內回港的香港
人急增，會容易在社區內擴散，故有專家指出這兩星期是關鍵時刻，為了減低因
人流聚集將疫情迅速在社區擴散的可能和保障弟兄姊妹避免因聚會而感染疫症，
也不想因聚會而影響博康幼稚園和沙田培英中學的師生和運作。
故這兩個星期（1-2/2/2020，8-9/2020），經同工會和執事會多番討論後，有如
下的應變安排：
《崇拜安排》
週六，日崇拜（1-2/2/2020，8-9/2/2020，四堂崇拜）：
由實體崇拜改為預先錄影的網上崇拜。
1. 播放時間：週六下午四時三十分；週日早上十一時正。
2. 播放方式：沙田堂 facebook 內播放。
3. 1-2/2（星期六和日）
敬拜：鄭詠怡宣教師；講道：詹志誠宣教師
講題：勇戰爭，見榮光；經文：弗 3:1-13（和合本修訂版）
4. 8-9/2（星期六和日）
敬拜：待定；講道：宋軍博士。
講題：感恩頌，經文：詩 23 篇。
《教會內的活動》
這兩個星期（由即日至 10/2/2020），教會所有小組（除網上小組外）、裝備課
程、會議和活動等都暫停，
《場地借用》
博康幼稚園和沙田培英中學不外借使用。
在這段期間，教會會定時評估疫情，如有需要會繼續透過預先錄影的網上崇拜，
詳情會容後公佈。倘若這兩日的通告令大家感到混亂和不便，請見諒，同工們和
執事會已努力為這疫情進行許多商討，但疫情變化和嚴峻是愈來愈大和嚴重，朌
望大家在私禱下為香港和這疫情禱告，求主親自止息這次疫情的擴散，也請大家
保重身體，多休息和飲水，並注重身體健康，願上主與你們同在，讓我們攜手和
同心對抗這次疫情。
沙田堂代堂主任：佘健誠牧師
3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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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3-7/2(一至五)佘健誠牧師放大假，請記念。
2.19/1 會友大會通過將內地事工基金併入差傳基金，請弟兄姊妹奉
獻時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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