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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九、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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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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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成長、跨代同行的牧養和關懷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佘健誠牧師

使徒保羅曾在帖前二 1-12 對當時信徒講出他以
神
敬拜
父親和母親的心腸去牧養教會及信徒，他說：「只在
禱告
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
（帖
宣教
前二 5）又說：「你們也曉得我們怎樣勸勉你們，安
慰你們，囑咐你們各人，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
牧養
教導
樣。」（帖前二 11）故此，牧者們必須以這種態度
去牧養信徒，而沙田堂牧養的藍圖（看右圖），是以敬拜和禱告為中心，以牧
養（關顧）、教導和宣教為教會事工支柱，故此，由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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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制定出這三大事工支柱的基本方向和目標，其中
關乎牧養的基本方向，就是「守望成長、跨代同行的牧養和關懷」，其目標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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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成長和跨代同行成為沙田堂在牧養和關懷上的方向、目標和特徵，所
以，信徒相交和關心不單在小組內，也應擴展至牧區，甚至全教會內，而我們
相交，不論在小組或個別上，應知道不是為相交而相交，為關懷而關懷，而是
以守望成長和跨代同行成為我們在相交和關懷上的最終目標。正如使徒保羅提
醒當時的信徒說：「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二 4）
牧養與關懷不應受時間和地點影響，更何況現代資訊發達，我們可透過不
同的媒介或方法表達對弟兄姊妹關懷和愛心，正如上年（2019 年）年尾武漢
爆發新冠型病毒（俗稱武漢肺炎），這疫情傳染性極高，很快便散播至全省，
甚至全國。除了中國境內，多個國家，包括香港也受到嚴重的影響，這疫情在
香港肆虐，導致香港人心惶恐不安。沙田堂同工及執事們經過多番討論，為了
避免人多聚集而交叉感染，決定由 2020 年 2 月 1 日起至今，由實體崇拜改為
網上崇拜，其餘小組、裝備中心課程、講座和會議等暫停舉行，除非採用視像
聚會或會議。雖然在這期間，所有實體聚會暫停，但牧養和關懷弟兄姊妹是不
會停止的，只不過用不同的方式和媒介去表達或做的。正如建道神學院蔡少琪
院長這樣說：「停聚會，不停牧養；停見面，不停關心；停開會，不停禱告；
停愛宴，不停愛心」。
(下頁續)

(續上頁封面文章)
的確，雖然在這段期間，教會所有的實體聚會暫停，弟兄姊妹不能回教會
參與崇拜和小組聚會，但弟兄姊妹仍能彼此關心和守望，有些小組透過視像會
議來開組，有些則透過電話和 whatsapp 來彼此問候、禱告和關注彼此的需要，
更有些在疫情下仍相約幾位弟兄姊妹出來食飯相聚，而教會除了每週製作網上
崇拜和沙苗區有網上講故事來牧養弟兄姊妹和小朋友外，也在沙田堂 facebook
內增設兩個專區，就是代禱告分享區和抗疫見證分享區，前者鼓勵弟兄姊妹用
文字分享他們的需要，以致在這段時間，弟兄姊妹能以禱告彼此守望；後者鼓
勵弟兄姊妹在這段時間有任何經歷上主的事情，可透過文字彼此分享和鼓勵，
達致彼此餵養和鼓勵的功效。
感謝上主，在這段時期，雖然弟兄姊妹面對疫情嚴峻和生活上的壓力，仍
不忘其他弟兄姊妹或社區人士的需要，話說有幾位弟兄姊妹籌集一些資金，並
成功在泰國訂購了 20,000 個口罩（每盒 50 個，共 400 盒），他們想透過這
些口罩祝福沙博乙有需要的基層市民，尤其是長者，但他們也不忘教會內的弟
兄姊妹，尤其是長者的需要，故此，他們與本堂合作，並委託沙博乙某位區議
員，代表教會送出 5000 個（100 盒）口罩給沙博乙有需要的居民，另外，有
二百多盒以成本價給予沙田堂弟兄姊妹訂購，每家庭可購買一盒，目的想解決
弟兄姊妹燃眉之急，最後一部份的口罩，便透過區牧和弟兄姊妹送給本堂有需
要的長者，以表關懷。再者，在今年一月尾，得知竹居台協會在非洲烏干達的
宣教士劉澤榮牧師願意為 22 堂在烏干達購買口罩，每堂只限訂購 2000 個，
於是，沙田堂立即認購，到了二月中這批口罩便成功到達香港，這批口罩原本
給予本堂的使用，但與辦公室商量後，認為本堂的口罩的存貨（不計算這批口
罩）足夠維持至 3 月尾，故同工會決定將這批口罩作祝福和服侍之用，以每五
個口罩為一包，共有 400 包口罩，其中 200 包送給博康幼稚園的老師和學生，
留 30 包給教牧同工，用作送給本堂有需要的肢體，最後的 170 包，就動員弟
兄姊妹在沙博乙派發這些口罩，無論如何，不論是教會或弟兄姊妹自發的行動，
目的是發揮基督的精神，關心弟兄姊妹和社區人士的需要，學習聖經所說：
「各
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二 4）這樣的行動，也正是本
堂在牧養和關懷上的基本方向，就是「守望成長、跨代同行的牧養和關懷」。
但願我們在這疫情下，仍能發揮基督的精神，就是愛神和愛鄰舍如同自己。
（路
十 27）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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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詩歌
建殿者的呼聲
曲、詞：朱肇階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 在祢安息之處大有榮耀
認識祢的知識充滿遍地 像水遮蓋大海掀起我心 更要渴想祢
我還活時要稱頌祢 因祢領我出埃及地 我要紀念主的約 因祢是信實 祢是耶和華以勒
副歌：不依靠勢力 不依靠才能 惟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
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 帶被擄的人歸回錫安 在聖所中如此瞻仰祢榮耀
到那天我們就像做夢的人 聚集驚奇 神為我們行了大事
祢的救恩不延遲 祢在我們中間 我們中間作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之君 以馬內利
禱告
曲、詞：鄭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禱告 因為我渺小 禱告 因為我知道我需要 明瞭祢心意對我重要
禱告 已假裝不了 禱告 因為祢的愛我需要 祢關懷我走過的祢都明白
有些事我只想要對祢說 因祢比任何人都愛我 痛苦從眼中流下 我知道祢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來對祢說 主耶穌今天我為祢活
所需要的力量 祢天天賜給我 祢恩典夠我用
避難所
曲、詞：朱肇階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藏我在祢的翅膀下 就在那裡祢用慈聲對我說話
白日太陽必不傷我 夜裏月亮也不害我 此刻只有耶穌作我的保障
再一次呈獻我心於主祢面前 唯獨祢能軟化此心使我歡愉
在世間再沒有別人 可以奪去我的思緒 我的一切全屬主祢 我的一切也都歸祢
*耶穌 耶穌 作我避難所 祢吩咐祢的使者保護我 用祢的雙手托著我
耶穌 祢必親眼觀看 親耳應允 我每個祈求 每個禱告 耶穌 我只要祢耶穌*
神的帳幕在人間
曲、詞：方文聰 編：Philia Yuen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王呀 祢的國裂天降臨 大地眾子民高聲歡呼 神呀 我相信祢將快來 將要掌管萬國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從此與我同住 擦掉淚痕泯滅恩怨 作祢一生愛子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從此與我同在 祢是開始 祢是終結 與祢進到樂園
神的帳幕在人間
這世代
曲：鄭耀華

詞：江韶恩、鄭耀華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看哪 猶大獅子已得勝 眾聖徒預備朝見祂
少年人看異象 老年人要作異夢 因為神的復興將來到
聽到錫安的號角響起 萬國萬民都要顫抖 耶和華日子將到 光明將除去黑暗
因為神的復興將來到 我們要看到神的榮耀
副歌：這世代 我們用敬拜爭戰 我們用禱告改變世界
這世代 聖靈要更新澆灌我們 這世代 是耶穌世代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九、三月一日
講員：約書亞弟兄
講題：警醒爭戰
經文：以弗所書 6:10-20（和合本修訂版）

10 最後，你們要靠著主，依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11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抵擋魔鬼的詭計。12 因
為我們的爭戰並不是對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對抗那些
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靈界的惡
魔。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邪惡的日
子能抵擋仇敵，並且完成了一切後還能站立得住。14 所
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
遮胸，15 又用和平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16 此外，要拿信德當作盾牌，用來撲滅那惡者一切燒著
的箭。17 要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
的道。18 要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為此警
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19 也要為我祈求，讓我有口才，
能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20 我為這福音的奧祕作了
帶鐵鏈的使者，讓我能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宣講。
反思問題：
1. 基督徒的敵人是誰？是武漢肺炎確診者？是不同立場人士嗎？使
徒保羅在此如何說？
2. 為何要穿著全副的軍裝？祈禱與軍裝有何關係？
3. 從這一段經文中，你覺得你需要加強哪一項裝備？
---------------我的回應----------------日期：
講題：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九、三月一日
警醒爭戰
講員：

約書亞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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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復興教會，開啟我們屬靈的眼目，提升我們屬靈的能力，洞察在這末後
的日子裡，當作什麼來回應上帝的心意和呼召！主賜我們信心和勇氣完成！
2. 求主帶領教會能實踐「守望成長、跨代同行的牧養和關懷」，更能發揮基督
的精神，愛神愛人，愛與關懷！讓別人在我們的身上見到主！
3. 求主激勵弟兄姊妹於疫情中能破除萬難，以視像開組，藉著主的話和彼此守
望，堅定信仰，並在此時更多親近渴慕主，更多明白此刻我們要更多學習和
成長，生命突破，在這世代見證榮耀主！
堂委：
1. 請禱告記念李偉禾弟兄的岳母戴師母已於 27/2(四)完成切除膽囊的手術，求
主保守她有好的康復，繼續醫治她，求主的平安圍繞覆蓋她，又祝福岳父與
妹妹的心安穩。
2. 請為黃意君姊妹代禱，她最近開始預備新型肺炎的研究，工作上比較忙碌。
繼續為疫情禱告，求神賜智慧及力量，齊齊抗疫。
3. 請為方卓雅姊妹的媽媽代禱，最近她的眼睛出現飛蚊症的徵狀，求主醫治。
4. 請為侯國龍弟兄的身體代禱，最近他食得熱氣，有咳嗽，求主醫治他，快快
康復，不會傳染給初生女兒。
5. 請為方淑妝姊妹代禱，感謝主常賜她平安和恩典；求主憐憫受肺炎影響的人，
叫他們有盼望，一切在主手裏！
肢體：
1. 感謝主！沙綠區早前侯國龍何燕玲夫婦誕下千金侯悅蓁，及有秦嘉炫林翠庭
夫婦添得麟兒秦諾，孩子們蒙主恩惠，健康成長開心滿月。沙靖區李梓濠蘇
惠寶夫婦於 22/2 誕下麟兒李基牧。求主賜智慧和愛心給父母，去撫養和培
育孩子，讓他們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們的心都一齊增長。
2. 請禱告記念沙靖區有三對準新人，因為疫情緣故，於安排婚禮、婚宴上需要
有智慧，做合適及時的調動！
3. 請為沙望區呂偉玲姊妹和家人代禱，她的妹妹（呂海菲）的安息禮拜於 14/3
（六）下午 2:30 在循道衛理會國際禮拜堂 22 樓（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
下午 4:00 出殯，靈柩奉移到哥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葬禮。求主親自安慰她
和家人，撫慰她們的傷痛，賜給她們平安和盼望。
4. 請為沙奮區李嘉萌和李家琪姊妹一家代禱，父親李立新弟兄於 27/2 因病逝
世，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醫治傷痛。並禱告記念家人安排喪禮事宜，
求主帶領，預備她們所需一切，經歷主的恩典！
香港：
1. 這疫情中，有不少教會開始使用網上崇拜、教學和開組等，這猶如上帝催促
教會於網絡宣教上有更多的認識和運用，求主帶領和指引教會在網絡服侍上
有更多反思和應用，透過無遠弗屆的網絡，將福音傳遍天下。「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這天國的福音要傳
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 24:7-8，14）。
2. 求主幫助財政預算的審議上，賜政府和議員有更多的商討和共識，能達到舒
解民困，共渡時艱！
中國和世界：
請為全世界確診新冠肺炎的國家和城市有智慧和能力防疫和抗疫，保障國民安
康，政民齊心努力，團結一致，打勝仗！

家事分享
1. 鑑於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減退和感染人數也不斷增加，教會決
定 7-8/3 和 14-15/3 仍然維持只有網上崇拜，其餘所有小組
（除網上小組外），裝備課程和活動都暫停，詳情請參閱通
告。
2. 下週（6/3）週五晚 9:00-10:15 舉行網上祈禱會，參加者請聯
絡王桂芳牧師。
3. 抗疫見証分享區 https://bit.ly/2UAHJgw，鼓勵弟兄姊妹分享。
4. 抗疫代禱分享區 https://bit.ly/38bmBSf，鼓勵弟兄姊妹分享。
5. 鼓勵弟兄姊妹這段時間在網上開小組彼此守望，可使用 Zoom
等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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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 月 28 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鑑於武漢肺炎疫情仍然嚴峻，沒有減退的跡象，受感染人數也
持斷增加，加上全港學校仍處於停課階段，為了確保會眾的安全，
避免人多聚集而交叉感染，故今星期同工會經過商討後，又得到執
事們的贊同，決定未來兩星期的四堂崇拜（即 7-8/3/2020 及 1415/3/2020）仍然會由實體崇拜改為網上崇拜，其安排如下：
⏰播放時間：
週六下午四時三十分
週日早上十一時正
*除以上兩個時間外，直播錄影將接續放至翌日(週一)早上 10：00 後
刪除 *

🔵播放方式：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facebook 專頁內播放
https://www.facebook.com/cccstc.official/
（鼓勵弟兄姊妹，讚好沙田堂 Facebook 網頁）
💒崇拜安排：
日期：7-8/3/2020（六、日）
敬拜：張大華牧師
講道：路得姊妹
講題：這是天父世界
經文：路 12:22-34
日期：14-15/3/2020（六、日）
敬拜：待定
講道：王少勇牧師
講題：待定
經文：待定
⭐教會所有小組（除網上小組外）、裝備課程和活動等仍然暫停舉
行至另行通知。
⭐博康幼稚園和沙田培英中學所有地方不外借使用。
在這段期間，教會必定會密切留意並評估疫情的發展，如有任何變
更，會盡快通知弟兄姊妹。
故邀請弟兄姊妹們積極參與每週的網上崇拜，並在私禱中記念香港
疫情的情況，也為前線醫護人員禱告，求主親自保護和看顧。
也請大家保重身體健康，多休息和飲水，若弟兄姊妹有任何需要教
會的關心和幫助，請聯絡本堂任何一位傳道同工，我們必定給予合
宜的關心和幫助，願上主與你們同在，也願大家在這疫情中更依賴
上主，祂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沙田堂代堂主任：佘健誠牧師
28/2/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