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四月四、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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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蟬鳴          我的屬靈年齡是否 26歲         張大華牧師 

 

原來不經不覺與你們同行 25 年了，回想 1996 年 1 月 1

日就已經參加組長退修會，在幼稚園宿一宵，神給予我在沙田

堂兩個使命，就是接手建造小組教會及發展宣教使命，神給予

我們 3 個 500 的里程，不是單單興建一所大教會，而是大教會

可以承載神給予我們任何的使命，每個小組群體都有不同的領

受及發揮，正是小組模式是可以改變你我身處的世界一樣。今

日小組教會都要邁向一個新里程，正如我給予青四區一個成長

階段，就是古、靈、精、怪。 
 

由古版跟隨每個小組指引，熟習小組 4 個 W 的運作，又能

靈活運用，不一定順著 4W 的流程，而是隨著聖靈在小組向每

人的感動，分享代禱，祈禱醫治，得支持，在主內彼此激勵，

小組更要有精闢的發揮，職場小組，不同功能及地域的小組，

按著聖靈的帶領在各處發揮影響世界的小組，帶來眾教會看為

怪異的行徑，在領受經文中，這是一個又大又難的異象，要專

心在神的心意去求問神，祂才會向你顯現，讓你可以專注在他

的身上，活出神在你身上的使命。沙田堂都被人用奇怪的目光

去評價，正如許多弟兄姊妹的人生決擇一樣，你可自我測試我

們進到那一個階段呢！ 
 

小組要有聖靈同在才會有靈魂，沒有聖靈引導我們進入聖

經的真理，小組就消亡了，以下的分享是我們委身做好小組教

會，神才向我們展示新的里程，正如 12 年的基礎教育，才進

入大學教育，大學教育不是灌輸知識，是啟蒙教導我們如何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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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自己追尋知識，信徒就更有優勢，就是敬畏神，認識神就

是知識的開端。信徒生命也仿似一樣，教會會給予你們指引，

最終想你能完完全全的去到神面前，你對信仰的追尋，有些沙

田堂的弟兄姊妹暫時離開教會，但我宣告他們要進入了神給他

們鍛練的地方，為神預備好回應末後的屬靈戰事。 
 

經歷了教會許多的起跌，區長及傳道的離開，宣教士的殉

道，每一件事祗能靠神去渡過，才明白了神凡事掌權，藏在神

的蔭下才可以看到神的計劃。神告訴我，祂掌管季節，而我們

在他的計劃，正如祂用傳道書提醒我，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

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

時。 
 

正值服侍沙田堂 25 年，神告訴我這是另一個季節，就是

用另一個身份去服侍他，提早退休，讓我可以更有時間及空間。

等候神做又大又難的事，這是一個預備及等候的時間，我每次

求問神透過疫情要告訴我們什麼呢？就是告訴我們末後的日

子，仿佛啟示錄神揭開七印一樣，讓我們可以儆醒，求問神我

們的命定是什麼，基本的就是捨己，天天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

明年我計劃提早退休，是沙田堂未曾有的經歷，不如我們一起

去經歷，正如你可以成為父母也是一步步的走過來。我祗是退

下教會職務，因為我們已建立了家人關係，或許疫情許可，可

以多些飯聚，小組敬拜，也為你們走多一步，開拓神大使命就

是門訓列國，如何在職場上，靠著聖靈行事，活出一個有影響

力的門徒。期望你們找到人生的命定，一起在屬靈戰場上為主

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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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諸天歡呼歌唱 

曲、詞：河用仁  版權屬萬國敬拜與讚美所有 

願諸天歡呼歌唱 同聲宣揚父神榮美 
願一切被造世間的萬物 齊來讚美祂榮耀 

副歌:一切高山深海歡呼歌頌 彰顯神的權能和祂大作為 
一切全地四方揚聲歡唱 慈愛公義真神 

創造我的主宰 賜寶貴生命 祂名已被高舉 遠超過一切 
全能君王要在榮光中降臨 讚美祂到永遠 

 
有一位神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有一位神 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副歌：有一位神 我們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 有恩典慈愛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2.有一位神 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高坐在榮耀的寶座 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我深渴望 

曲、詞：Yordan Kurniawan  中文譯：高安妮、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天父 我呼求祢 來恢復我們的心 
讓為父的心意 轉向他們所愛的兒女 

吸引這個世代 感受祢的同在 來醫治恢復我們 
開啟祢的兒女 經歷祢的大愛 祢的愛 

副歌：我的心何等渴望(我深渴望) 祢恢復這屬於祢的世代 
願祢國度完全彰顯 在這地就如同在天上 

*求祢來恢復醫治這地 垂聽我的禱告* 
 

單純聖潔的心 
曲：Mark Altrogge  中文譯：IM  版權屬 Simply Worship 所有 

賜給我單純聖潔熱心 求賜給我偉大榮美的著迷 
賜給我生命中最榮耀的尋求 是認識祢和緊緊跟隨祢 
副歌：要認識祢和緊緊跟隨祢 在真理中成長作祢門徒 

世界是空虛與灰暗 沒法與認識祢相比 
帶領我 我便快跑跟隨祢  帶領我 我便快跑跟隨祢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曲：Dave Richards  版權屬 Thank you Music 所有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一群充滿讚美的子民 
他們要靠我靈來往此地 並要榮耀我寶貴的名  
副歌：主啊興起建立教會 使我們靠祢堅固 

成為合一祢的肢體 在祢愛子的國度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四月四、五日 

講員：佘健誠牧師 

講題：做個名副其實的基督徒 

經文：以弗所書 5:3-14（新漢語譯本） 

3 至於淫亂和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
提，才符合聖徒的身分。4 淫穢的言詞、愚蠢的言語或粗鄙
的笑話，都不合宜，反倒要常常感恩。5 事實上，你們要清
楚知道：所有淫蕩的人、污穢的人、貪婪的人（貪婪就是拜
偶像），在基督和神的國裏，都沒有產業。6 不要讓人用空
洞的言語欺騙你們。正因為這些事，神的憤怒必定臨到悖逆
的人身上。7 所以不要跟他們勾搭在一起，8 因為你們從前
是黑暗的，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要像光明
的兒女——9 光明的果子顯露在一切的良善、公義、誠實上
——10 常常察驗主喜歡的是甚麼。11 黑暗無益的事，不要
參與，反倒要把這些事揭露出來，12 因為他們在暗中所做
的事，連提起來也是可恥的。13 但一切事物被光揭露，就
變得清楚可見了；14 因為使一切事物清楚可見的，就是光。
因此，有這樣的話說：「睡着的人啊，醒過來吧，從死人中
起來，基督就必光照你。」 

大綱： 

1. 不可與罪惡同行（弗 5:3-7） 
2. 生活要像光明的兒女（弗 5:8-14） 

3. 總結 

反思問題： 
1. 基督徒如何做到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 

2. 在世作光明的兒女，在你來說有何難處？請分享。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四月四、五日 
講題： 做個名副其實的基督徒 講員： 佘健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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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教會在這世疫情中能敏銳主的心意，靠主得力，實踐上帝給我們的使命。 
2. 求聖靈幫助弟兄姊妹做個名副其實的基督徒，不可與罪惡同行，生活要像光

明兒女，見證榮耀主！ 
3. 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在信仰上能堅固和扎實，主激勵他們參與洗禮，更能委身

於主，確定一生跟隨和見證主！ 
堂委： 
1. 請為李偉禾弟兄代禱，求主保守香港及台灣家人平安！ 
2. 請為黃意君姊妹代禱，隨著疫情繼續蔓延，最近她於星期一至六都要回醫院

工作，從沒如此忙碌，求主保守她身體健康。 
3. 請為方卓雅姊妹的家人禱告，她的阿嫂是台灣人，新年時和兒子回台探親，

因疫情一直未回港，求主保護哥哥一家早日團聚。 
宣教士： 
1. 請為李偉良、韓昱一家代禱，感恩！石昱在泰、珵蘅在港安好，i) 求主賜石

昱智慧，在人心惶惶的非常時刻有效地宣講天國的福音，願泰國人的心被打
開，順服在主的權柄底下；ii) 求主帶領石能成功地轉換工作證；iii) 求主掌
管買地交易的程序，安全購得合適的土地；iv)求主賜他們智慧與忍耐，在每
一個波折和困難面前都坦然處之，信靠上帝同在，在接觸的人群中做美好的
見證；v) 求主賜下餘下的買地款項，感動弟兄姊妹奉獻，尚欠 300 萬元；vi) 
感恩！主已為女兒預備了合適的大學，引領家人靠近主，作主忠心的僕人；
vii) 感謝主賜他們美好的宣教隊工，求主幫助他們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並且
在愛中互相砥礪，更像主耶穌。 

2. 感恩！哈小家庭已完成了 14 日家居隔離，請為他們代禱：i) 求主賜他們有
健康的身心靈，有主的保護；ii) 朗、樂網上學習能盡快適應；iii) 哈、小在
家自學泰語，同時兼顧兒子的學習；iv) 泰國疫情下能找到服侍的方法和機
會；v) 記念馮爸爸的生活適應。求主成就！ 

宣教同工： 
請為太陽家庭代禱，主賜福他們身心靈健康，滿有恩典！i) 天空之城及世界各地
的疫情能早日結束；ii) 語言老師和他們每一個的身體健康；iii) 他們繼續享受學
習語言；iv)申請兩年簽證；v) 他們可以有創意，且敏銳主的帶領，在有限的接觸
中和人分享主的平安；vi) 他們團隊 5 人，每星期仍有一晚會聚集，一起分享、
禱告和讀經，求主保護他們每一次相聚；vii)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但願使人有
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
盼望！」(羅馬書 15:13) 
肢體 
請為要長時間照顧休學的孩子的家長代禱，求主賜她們智慧、耐性和能力，安排
孩子的作息，並讓孩子有順服的心，聽從父母，求主賜家庭能更多讀經和禱告，
親近主，經歷主的同在！ 
香港及世界： 
求主幫助人民和政府同心合意地團結一致對抗疫情，斷絕病毒鍊！每人做好自己
那份內事！求主賜智慧與政府做好和做足防疫和抗疫的行動，有美好的果效！求
主幫助人民能克制地留在家中，做好防疫，避免感染！求主保護醫護，主醫治病
患者！  



 

 
 

 

 

 

 

 

 

 

 

 

 

 

 

 

 

 

 

 

 

 

 

 

 

 

 

 

 

 

 

 

 

 

 

 

 

 

 

 

 

 

 

 

 

 

 

 

 

 

 

 

 

 

 

 

 

 



 

張大華牧師榮休 
 

  張大華牧師於上年（2019年）12月執事會中，分享他過去多年來在沙

田堂及不同地方致力推動和投入「轉化」的異象和事工，而於他在沙田堂

事奉屆廿五年之際，他清楚上主呼召自己進入新的季節，在另一個場境繼

續推動「轉化」的事工，故張牧師向教會申請於明年一月，當他在沙田堂事

奉剛好廿五周年時退休。此事經執事會和堂委會了解並與張牧師磋商後，

最後接納其申請於 2021 年 1月 1 日正式榮休。 

 

  與此同時，張牧師亦向執事會提出在榮休之前的過度時期，盼望能夠

有更多時間和更具彈性地參與沙田堂以外的會議、事工和其他的服侍，故

他向執事會申請由全職轉為半職牧師。經執事會和堂委會商議後，亦接納

其申請，由 2020年 5月 1 日起至 12月 31日止轉為本堂半職牧師。有關張

牧師的半職牧師工作職責和其他安排，亦經已與張牧師相討後達成共識。

屆時張牧師除不需要擔任區牧之外，其餘工作大致不變。執事會稍後會繼

續與張牧師磋商，有關他榮休後如何參與本堂的服侍和安排，待商討後再

會向會眾分享交代。 

 

  在此謹代表教會多謝張牧師這多年來在沙田堂忠心的服侍和帶領沙田

堂走過高高低低的道路，上主必記念張牧師的勞苦和服侍，但願上主繼續

祝福張牧師前面的服侍，讓他的生命影響更多人的生命，也請大家在私禱

中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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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12/4)是復活主日，將有復活節網上崇拜。記念耶穌

基督的受死及復活。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本堂的防疫安排如下（2020年 4月 3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香港爆發新型冠狀肺炎至今已有三個多月，這三個多月的疫情不單

影響香港人的工作和生活，也影響了教會的聚會和運作，由 2020 年

2 月 1 日至現今，本堂已由實體崇拜改為網上崇拜，而本堂所有的

實體聚會和活動也暫停舉行，在這段期間，有些領袖和弟兄姊妹會

透過視像進行小組聚會和會議，也有些弟兄姊妹透過視像、電話、

whatsapp 和短訊，作為彼此聯繫、問候、分享和交流，可能我們仍

需忍耐一段時間，只能透過這些方式彼此交流和分享，願上主在這

段日子之中，祝福及保守你們有平安和安全。 

 

之前，同工會眼見本港的受感染人數沒有大幅度增加，原本計劃於

2020 年 4 月 19 日恢復一堂實體崇拜（週日午堂崇拜），但前兩個

星期香港疫情因種種原因，突然感染人數大幅增長，教評局也將 DSE

考試延期舉行，而香港特區政府也加強人多聚集的管制，故前幾日

同工會經過商討和評估風險後，認為其風險仍然很高，故議決也得

到各位執事的贊同，決定 2020 年 4 月 19 日，4 月 25-26 日的崇拜，

仍然維持只有網上崇拜，所有實體聚會都繼續暫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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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2020（六，日） 

敬拜：週六午堂敬拜隊 

講道：詹志誠宣教師 

講題：不能抗拒的盼望 

經文：出 19:1-8 

 

日期：25-26/4/2020（六，日） 

敬拜：週日早堂敬拜隊 

講道：陳智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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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