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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同行齊抗疫之更美的群體                 佘健誠牧師 

經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
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
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詩一一三 1-3）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多個月後，世界衛生組織（WHO）終於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宣佈，目前狀況可以定性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的確，這疫情
由中國武漢市開始爆發，至今擴散至全球 114 個國家，目前（2020 年 3 月 17 日
計算）全球確診感染這病毒人數已達 18 萬多人，死亡人數達到 7,153 人，尤其是
現時歐洲各地爆發的情況十分嚴重。雖然各國已致力加強防疫的工作，各地居民
也意識到疫情嚴重，大家都小心翼翼面對這場疫情，香港也不例外。在過去多個
月來，香港市民按著專家的呼籲，十分注重個人衛生和盡量避免前往人多擠迫的
地方，出街戴口罩也成為現時香港市民的習慣。 

  但無可否認，這多個月來，這疫情嚴重影響香港市民日常生活和工作，也令
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離，因為大家甚少見面，也看見人性的自私和軟弱。尤其是有
些無良商人，趁這個疫情發「國難財」，大大提高口罩的價錢而從中獲利；有些
人為求自保，不惜搶口罩、搶消毒或衛生用品和搶米，不理會其他人的需要，只
懂得囤積這些物品；更有些人在郊遊期間不顧衛生，隨處拋棄用完的口罩、紙巾
和垃圾，而對於香港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尤其是早期的防疫工作，許多人都感
到失望和無奈。但可幸，在這段期間，有不少香港人或自願團體自發地關心香港
人的需要，尤其是關心基層市民或弱勢社群防疫的需要，派口罩、消毒或衛生用
品活動頻頻發生，這行動的確帶來一點的溫暖，證明「人間有愛」。故此，在這
疫情中，這首詩篇（詩一三三篇）就成為我們的提醒。 

  詩一三三篇是一首上行之詩，是以色列人每年上耶路撒冷守節／朝聖時，在
路途中所唱的詩歌。作者是大衛王，其寫作日期，可能在大衛登基，全國統一之
後。有聖經學者推測可能當時大衛王看見全國人民上耶路撒冷守節的情景，看見
他們和睦相處，相親相愛連群結隊歡喜快樂，互相照顧地上耶路撒冷守節，因而
引發詩人大衛寫出這首詩歌。全首詩的結構十分簡單，共有三節，第一節「看哪！
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主句，第二，三節是兩個的比
喻／比方，是描述第一節的。我們可以從這首詩看見一個更美的群體，是一個充
滿愛的群體，因為他們在朝聖路上能「和睦同居」。「和睦同居」現代中文譯本
譯作「和睦相處」，呂振中譯本譯作「一團和氣地同住着」。在摩西律法規定中，
以色列人每年都要上耶路撒冷去守節，住在耶城較遠的以色列人，就是扶老攜幼
提早出發，因當時交通並不先進及發達，人只能靠騎馬、騎驢或步行前往，故整
個朝聖之路可以需時幾日或幾個月，再者，在整個朝聖之路，往往有許多人途中
加入，他們也喜歡聯群結隊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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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撒那 Hosanna 
曲、詞：Olie Sebastian  中譯詞：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萬國進前來屈膝敬拜 祢尊榮直到永遠 萬口都承認耶穌是主 
萬膝都跪拜齊聲宣揚 祢作王直到永遠 我們稱頌高舉祢聖名 

在祢聖潔中找到救贖之歌 在祢同在中找到我心所求 
和撒那 祢是聖潔配受尊崇 和撒那 祢至高配得讚美 

和撒那 祢配得所有能力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帶我進入祢的同在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萬軍耶和華祢的居所何等可愛 我羨慕渴想祢的院宇我心腸肉體向祢呼籲 
帶我進入祢的同在 我不滿足只停留現在 
帶我進入祢的同在 我心渴慕祢永恆的愛 

副歌：願祢的榮耀從天降下來 燃燒每顆愛慕祢的心 
願祢的榮耀從天降下來 充滿這地與我們相遇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曲、詞：馬啟邦  編曲：潘盈慧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天父祢名是多麼美 榮耀遍全地 在禱告良辰 靜觀祢的美 
恬靜 我沉默主座前 毋用多片言 在禱告前 祢已清楚我需要 

求賜我信心的眼睛 風暴裡仍舊恬靜 全獻我順服的心靈 由祢全權來帶領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 求祢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今日 我求問主的國 求問主的義 王的旨意 如陽光遍地彰顯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國度權柄榮耀 全屬祢直到永遠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永約的神 
曲：吉中鳴、詞：鄭楚萍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信是我這生尋著祢的應允 是永生的源頭方向令我生命更新 
心願意一生順服祢的指引 伴我一生同行衝破危難困憂 

副歌：神已立約傾出祂恩惠並祝福我一世  
神已立約顯彰祂的愛並寬恕我一切 

和祢立約 願跟主方向 願遵守祢管教 
齊頌讚主永活全能 信實無窮 千載百世不變更 

 
請差遣我 

曲：吳秉堅、詞：吳秉堅、梁沃厚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 感慨造物與尊貴褪色墮落變更 百載磨練律法指引未夠銳變這罪民 
主卻降世掛十架成贖祭已粉碎罪權勢 頃刻間會驟見天國來臨誰可替我預告 
副歌：請差遣我替祢宣告祢是神 誰亦需要悔改歸向神治國度 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全地每一顆心都願歸祢 成為活祭見證真理 請差遣我 
2. 驚歎叛罪與歪理 已消耗盡眾生 痛心世間尚有萬民 十架大愛總未聞 
天國巳近世代快成絕韻要甦醒真愛心 天天的努力去搶救靈魂誰可替我做到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講員：鄭詠怡宣教師 

講題：做好準備未？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18 

13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
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14 我們若信
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神也必
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

們一件事：我們這活着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
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
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17 以後我們這活着還
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
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18 所以，你們

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反思問題： 

1. 主將來臨，你要在那些方面多做準備？ 

2. 你是如何在容易令人沮喪的環境中，仍然帶著盼望等候主來臨？

屬靈伙伴能給你幫助嗎？如何能增強彼此幫助？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講題： 做好準備未？ 講員： 鄭詠怡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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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禮班課程 

TH101 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鄭嘉慧宣教師、詹志誠宣教師 
日期：26/4-12/7/(逢週日)                            網上報名 :  
時間：下午 2:30-4:15                                https://bit.ly/stcth101 
方式：Zoom網上教學 
對象：凡擬申請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費用：免費   
截止日期：12/4(日)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1 26/4 鄭嘉慧 認識天父  
2 3/5 詹志誠 認識耶穌  
3 10/5 佘健誠 認識教會（中華基督教會）  
4 17/5 鄭嘉慧 認識聖靈 交得救見證 
5 24/5 詹志誠 認識聖經  
 *31/5  休假：《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  
6 7/6 詹志誠 認識救恩  
 *14/6  休假：執事會  
7 21/6 佘健誠 認識聖禮  
8 28/6 鄭嘉慧 成聖之路  
9 5/7 鄭嘉慧 事奉與奉獻  
10 12/7 詹志誠 佈道與宣教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20/12  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及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 
4. 必須經組長確認資格及推薦，若沒有小組者，亦需得牧者確認資格及推薦。 
課程目標： 
1. 認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主要以＜使徒信經＞內容為藍本） 
2. 認識信徒的本份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堂授課時間：1小時 45分鐘） 
2. 出席率不得少於 80%（可於下期洗禮班補課） 
3. 於第四堂交個人得救見證；背誦＜使徒信經＞（課程完結前） 
4. 轉會者必須參加認識教會和認識聖禮這兩堂，其餘可自由參加 

嬰孩洗禮 

若有肢體想在 20/12(日)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中，讓自己的兒女接受嬰孩洗禮，請從速
報名嬰孩洗禮班。                  
導師：佘健誠牧師                   網上報名 :  
日期：17/5(日)                     https://bit.ly/stc0313 
時間：下午 2:30 
方式：Zoom 網上教學 
資格：其兒童的父母必須是已受洗的信徒，並一起出席嬰孩洗禮班和該日的洗禮聚會。 
截止日期：3/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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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

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傳道書 3:1,11。求
聖靈充滿教會明白上帝在這時代的心意，實踐主的召命，建立神的國度。求主幫
助弟兄姊妹能常與神親近，彼此互相結連，一起學習主的道，彼此守望代禱，在
家庭和職場中見證神。 

2. 感恩！「與主同行齊抗疫 2.0」的行動能順暢地完成，在當中能關心到社區人士，
有一位伯伯信主，求主賜福居民有更多機會認識主，更多經歷主愛和恩典，有主
的平安在他們心中！求主帶領教會按著主的心意服侍社區。 

3. 請為同工會於下週商議「信徒成長圖」及重整小組各項事宜代禱，求主賜智慧和
帶領。 

同工： 
請為張雪瀅的家人代禱，有家人因要有足夠工作經驗，才可申請到專業牌，但現今經濟
巿道不好，年資最淺，擔心會被裁。另一家人的另一半被裁員，現在只能做兼職或散
工，家人要供樓，面對好大的經濟壓力，求主幫助家人們舒緩壓力，有主的平安，經歷
主的恩典！ 
宣教士： 
請為哈小家庭代禱，他們已於 19/3 離港，平安返泰，接受 14 日家居隔離，求主賜福
他們有美好的安排，身心靈健壯。求主安慰阿小和家人，撫平他們的傷痛，他們更多彼
此相愛扶持，經歷主恩。禱告記念妹妹 Toby 於四月分娩，弟婦於七月分娩，求主保護
她們，一切順暢，孩子健康成長！ 
宣教同工： 
1. 請為太陽家庭代禱，記念星星的身體在多次肚痾和嘔吐後能恢復體力，他現就讀

的幼稚園開始停學，這個月已繳交的學費不會被退回，未知會在什麼時候復課。
太陽及月亮在學習語言上轉為網上學習，感到有點困難，請守望他們一家三口因
疫情而受影響的生活及學習，願主的平安臨到他們。 

2. 請為白樺樹代禱，i)在家鄉的家人：請為媽媽和弟弟的身體禱告，宣告生命的主權
和保護在於主。請特別記念在醫院專科門診工作的母親，出入平安，心中平安。
ii)在本地的家人：請為本地肢體在此期間有合一大大禱告。iii)應許地及傾城：請
為本國本城求平安。最高政治領袖今日宣布換人上場，希望能成功籌組聯合緊急
政府。否則，本國將要進入第四次大選。十一個月以來，國會都未能埋班。君王
和領袖的心都在主的手中，求父擺放合適的人，讓祂的旨意在此地成就。 

肢體： 
1. 請為沈嘉麗姊妹代禱，醫生說她的肝有硬化跡象，及血管可能有問題，要去醫院

照超聲波，求主帶領她有適切的治療，經歷主的醫治和恩典。 
2. 請為沙勉區麥韻梅姊妹代禱，她的左手腫痛已有一段時間，試過中西藥，仍未好

轉，而且身體乏力，求主醫治她，有合適的治療，左手消除腫痛，有好胃口和好
的休息，身心靈有力，靠主得勝，經歷主恩！ 

香港： 
1. 特區政府最快下周二（24/3）接載第二批湖北港人返港，求主保守團隊各按其職，

有好的配搭和妥善的安排，港人平安回港，於檢疫中心安住 14 日，健康地回家。 
2. 請為近期從歐美回港的居民代禱，求主幫助他們能克守本份，為己為人，隔離 14

日。求主賜政府智慧和能力嚴懲違法者，以儆效尤，堵截病毒擴散。 
世界： 
請為歐美各國能有智慧地推行防疫措施，以保障和看重每個人民的生命，得到醫治。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本堂的防疫安排如下（2020年 3月 13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由 2020 年 1 月尾開始，香港爆發新型冠狀病毒，這疫情不單影

響香港的經濟、市民的工作及生活，也影響教會的聚會和運作。但

這疫情至今仍然嚴峻，沒有減退的跡象，受感染人數也持斷增加，

全港學校預計最快於 2020 年 4 月 20 日逐步復課。另外，近日本堂

收到沙田培英中學的來電，得知該校成為教評局 DSE 的考試場地，

為了保持考試場地的清潔和衛生，該校決定於 2020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7 日不外借給本堂作崇拜和聚會之用。因此，同工會經多方面的

考慮和商討，也得到執事會的贊同，決定最快於 2020 年 4 月 19 日

（暫定）恢復一堂實體崇拜（週日午堂崇拜），除非在這段期間，

香港的疫情有大規模的爆發或感染人數有急速的增長。所以，由

2020 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18 日仍然維持只有網上崇拜，其安排如

下： 

家事分享 

1. 與主同行齊抗疫經歷和體會，逢星期一、三、五，上載在  

facebook 並以短訊發放給小組組員收睇，請大家密切留意！ 

2. 抗疫見証分享區 https://bit.ly/2UAHJgw，鼓勵弟兄姊妹分享。 

3. 抗疫代禱分享區 https://bit.ly/38bmBSf，鼓勵弟兄姊妹分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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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香港政府除中國內地、澳門和台灣外，已向全球發出紅色旅

遊警示，所有抵港人士需要接受強制檢疫，表達疫情十分嚴

峻，故本堂提醒弟兄姊妹，若有弟兄姊妹從外地回港，不論

何處，為了保障自己和他人，鼓勵你自我隔離 14 天，不可返

教會和接觸任何弟兄姊妹。 



 

⏰播放時間： 

週六下午四時三十分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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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3/2020（六、日） 

敬拜：李偉禾堂委 

講道：鄭詠怡宣教師 

講題：做好準備未？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18 

 

日期：28-29/3/2020（六、日） 

敬拜：陳家能區長 

講道：呂彩嫺宣教師 

講題：盼望 

經文：以弗所書 1:3-14 

 

日期：4-5/4/2020（六、日） 

敬拜：李皓昕姊妹 

講道：佘健誠牧師 

講題：做個名副其實的基督徒 

經文：弗 5:1-14 

 

日期：11-12/4/2020（六、日） 

敬拜：黎雪釵區長 

講道：鄭嘉慧宣教師 

講題：待定 

經文：待定 

 



 

日期：18/4/2020（六）（網上崇拜） 

敬拜：週六午堂敬拜隊 

講道：詹志誠宣教師 

講題：待定 

經文：待定 

 

日期：19/4/2020（日）（實體崇拜，暫定） 

敬拜：週日午堂敬拜隊 

講道：詹志誠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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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鼓勵小組以視像形

式舉行小組聚會，繼續與弟兄姊妹相交、分享和學習，更希望弟兄

姊妹以私禱中記念教會和弟兄姊妹的需要，彼此代禱和守望，最後

也不忘醫護界的需要，因為醫護人員每天都十分努力服侍病患者，

他們也是被傳染的高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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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