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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與抗疫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謝駿麒宣教師

武漢市 1 月 23 日起「封城」，斷絕內外交通，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
監何栢良指有消息顯示武漢病人紛紛來港求醫，並指內地現時「防疫」水平已
提升到「新沙士水平」。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年初四起
會將有二、三十萬香港人由內地返港，未來 14 日是關鍵時間，屆時就會知道
港府的防疫措施的成效，他又說醫護人員罷工並非「怕死」，但認為若不阻止
疫症在香港蔓延，醫療系統將無法承擔。
香港政府沒有在緊要關頭聆聽專家建議全面封關，去到直至醫護工會起頭
罷工行動迫政府全面封關，政府作出行動局部封關（特首表示並不是因他們罷
工而有這決定的)，但還未做到全面封關。香港確診過案不斷增加，星期二發現
有曾有去過內地的本港居民確診並且死亡的個案。讓疫情在香港擴散，變相令
香港作的是「抗疫」工作。防疫永遠勝過抗疫，當年沙士就是錯過防疫時機，
只能抗疫，因此出現大量人命傷亡。
信仰的防疫與抗疫是什麼？正當國內對宗教管制和逼迫，香港教會紛紛作
出回應和反思逼迫中的信仰路之際。冷不設防地疫情先來，還來得來勢洶洶，
教會面對疫情作防疫工作，為防止疫情爆發下減少將肢體集中在一起的時間，
崇拜用直播進行，讓弟兄姊妹可以仍然一同敬拜神。
硬件措施可以好快，但人心是否已經預備好防疫與抗疫呢？平時崇拜和小
組的改變成為每一個肢體的考驗。沙田堂是小組教會，今年主題是由「由家出
發，教會復興，小組做起」，小組的靈活性就是不定點開組也能相聚團契，在
困難中要堅守用不同的方式參與崇拜和小組生活，預防疫情影響我們調整分別
為聖歸神的時間。
在口罩和消毒用品難求下考驗人本性，更考驗信仰根基，人性光輝同時也
是神榮耀的彰顯。看見人為口罩去偷去搶，有商戶賣黑心口罩，同時有良心商
戶供應口罩。有的炒賣、有人排隊買口罩，分享給有需要的人，國內教會肢體
也即時行動在戶外派口罩給缺乏的人。沙田堂更有弟兄姊妹看見有訂購的地方
也願意分享給肢體，更有自行訂購口罩，透過教會再分給有需要的肢體和居民，
當中也鼓勵肢體看見其他肢體不足的，可以與其一起分享自己有的，學習耶穌
施比受更為有福的教導。
林前三 11-13 提醒我們信仰根基是基督，各人用不同的材料在上面建造，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再來的日子有火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每一個困難也
是一個信仰的考驗，考驗成為成長的機會，考驗肢體一直在根基上建立的工程
是怎樣。讓我們在考驗中一起見證主恩，以堅持繼續崇拜與小組，同時在抗疫
的路上實踐行道的群體，在抗疫中分享主愛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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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詩歌
以馬內利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神同在 彰顯於我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2.我深愛祂 我深愛祂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神同在 彰顯於我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3.滿心歡欣 滿心安慰 在心深處 神必與共
心歡欣 滿心安慰 是主看顧 晝夜同行
安靜
曲、詞：Reuben Morgan 版權屬約書亞敬拜所有

1.藏我在 翅膀蔭下 遮蓋我 在祢大能手中
2.我靈安息 在基督裡 祢大能 使我安然信靠
副歌：當大海翻騰 波濤洶湧 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祢仍做王在洪水中 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叫我抬起頭的神
曲、詞：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和華是我的主 必不致動搖
有耶和華的幫助 還要懼誰呢
耶和華是我牧者 必不致缺乏
有耶和華作我旌旗 必全然得勝
副歌：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 是我的榮耀 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
一宿雖然有哭泣 早晨我們必歡呼 祢是我的磐石 我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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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二月八、九日
講員：宋軍博士
講題：感恩頌
經文：詩篇 23 篇

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2 他使
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
路。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
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6 我一生一世必
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直到永遠！

---------------我的回應----------------日期：
講題：

二零二零年二月八、九日
感恩頌

講員：

宋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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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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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他的名。我曾尋求耶和華，他就應允
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凡仰望他的，便有光榮；他們的臉，必不蒙羞。
我這困苦人呼求，耶和華便垂聽，救我脫離一切患難。耶和華的使者，在敬
畏他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詩 34:3-7 求主堅定我們信靠祂的心，勝過疫
情所帶給人的憂慮掛心、恐慌不安、失去盼望，經歷主十足的保護和平安！
2. 求主激勵弟兄姊妹透過沙田堂臉書 facebook 平台，在防疫和抗疫期可以將自
己的需要分享出來，能互相代禱，彼此守望分享！並將一些見證的經歷與大
家分享，彼此鼓勵！
3. 求主賜智慧予弟兄姊妹運用更多上網科技，超越地域的限制，可以視像會議、
視像祈禱會、視像開小組和崇拜等，仍能保持彼此關係，互相連繫！
4. 沙綠區有幾位準媽媽在這疫情的日子需進出醫院覆診，求恩主保護及賜下十
分之平安，拖帶她們的每一步。
同工：
1. 請禱告記念呂彩嫺姑娘的丈夫，求主帶領他前面事奉的方向。
2. 請為鄭嘉慧姑娘代禱，感恩她在防疫過程中體驗到教會肢體是彼此服侍和相
顧的，雖同在挑戰困境之中，但感受到同心防疫，在同工之間互相扶持和同
行。禱告記念她的家人，尤其長者的身體，心中常存信望愛。
3. 請為詹志誠先生代禱，求憐憫人的主，讓他和家人滿有平安及愛和親人、朋
友及鄰舍互相守望，同證主恩。
肢體：
1. 請為任職醫護界的弟兄姊妹代禱，他們正面對極大壓力─個人抗疫的體質、
受感染的風險、超額的工作量、與家人、朋友、肢體及病人之間的關係和不
同立場。求主幫助他們能在極具艱難中有主的光光照著，心裡充滿力量和愛，
帶著勇敢無懼的心面對前路。
2. 請為長者代禱，在面對寒冬和疫症中，主保護他們的身心靈健壯，常在主的
眷顧和恩典中！
為疫情代禱：
1. 求主垂憐香港、武漢、湖北、中國和世界各地確診武漢肺炎的地區，賜智慧
給各負責抗疫者，能上下一心，能有效地控制疫症，減少病毒的擴散和降低
社區感染，並盡快確診病患者，得到合適的治療，心靈被關顧！
2. 求主幫助香港市民有智慧、分辨能力和平穩的心，脫離一切恐慌和謠言，去
搶購日常用品和糧食！
3. 求主保守香港人於十四日關鍵時刻，有充足的忍耐力，減少社交接觸，人群
聚集，做好個人衛生防疫，守好這些日子，不被病毒傳染！
4. 求主幫助醫管局和醫護エ會能達成共識，重建互信關係，醫護得到充足的防
護，一起抗疫！
5. 求主保守須要隔離十四日的人士能為己為人的福祉，嚴加遵守，履行公民責
任！並賜政府有效地執法，嚴懲違規者！
6. 求主賜香港人同心合意地一起抗疫，脫離互相指責的情緒和言行的捆鎖，大
家能向前行，努力打勝仗！
7. 求主垂憐中國人，不受別國人的歧視和排斥，能有信心和勇氣跨過這疫症帶
來的困苦和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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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櫃員機或網上轉賬奉獻
由 2019 年 6 月開始，弟兄姊妹已可透過自動櫃員機轉、網上轉賬或
轉數快奉獻，方法如下，如有查詢，請聯絡辦公室同工。
方法 A : 網上理財 或 自動櫃員機轉賬
1. 通過網上理財或自動櫃員機轉賬至教會的匯豐銀行戶口 544-1-021945
銀行櫃員機 - 戶口名稱顯示：T*E C C I* C S C L
網上轉賬 - 輸入戶口持有人名稱：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
2. 完成轉賬後，拍下轉賬通知書，相片須清晰顯示戶口號碼、日期、時間及
金額。
3. 發送轉賬通知書相片至教會 : whatsapp : 90148353 或電郵至
donation@cccstc.org 請附上中文姓名、電話、牧區、奉獻項目。
方法 B : 轉數快
1. 以轉數快轉賬至教會，

1.1.受款人請填寫電郵 donation@cccstc.org
1.2.填奉獻金額
1.3.提示訊息可填寫姓名/電話/奉獻項目分配
2. 轉賬後請將銀行發出給你的確認電郵/短訊，轉發至教會 : whatsapp :
90148353 或電郵 : donation@cccstc.org，請附上中文姓名、電話、牧區、
奉獻項目，以便教會核對。
注意事項
1. 如沒有寫上奉獻項目分配，奉獻將納入堂捐。
2. 請於奉獻後七天內通知教會，未有通知的奉獻收入，將以無名氏入帳。
3. 如不慎遺失轉賬通知書，請透過 whatsapp 90148353 或電郵至
donation@cccstc.org 通知辦公室相關轉賬之日期、時間及金額，以便跟
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