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復活節主日 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一、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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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象人生                                        佘健誠牧師 

  聖經說：「沒有異象（或譯：默示），民就放肆。」（箴廿九 18a）

但對張大華牧師來說，他的人生和事奉是滿有異象和領受。記得十多年前

應徵沙田堂牧師職位時，與沙田堂傳道同工、執事和堂委會面作面試時，

當時袁海泊執事向我提問說：我們張牧師的異象和領受經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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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卅三 3）而

你領受的經文又是甚麼？我回答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約十四 12）之後，柏哥笑

著回應說：「已經又大又難，現在又要加多個更大的。」的確，異象和領

受對教會和牧者是很重要的，因為異象會推動教會和牧者事奉的方向。過

去 25 年張牧師在沙田堂的服侍是帶有異象和領受。「又大又難的事」已

成為他的座右銘和服待沙田堂的方向。究竟在過去的日子中，張牧師在甚

麼事情上做了又大又難的事？按我個人的理解，至少包括以下事情： 

1. 接受邀請，成為沙田堂的堂主任，這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和又大又難

的事。按我認識，張牧師於 1990 年神學畢業，他的第一個事奉工場

是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於 1993 年轉職於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他

的太太同是灣仔堂的宣教師，與他一起服侍。他在灣仔堂事奉不久，

教會已計劃按立他為牧師，他理應繼續在灣仔堂好好服侍，但此時此

刻，沙田堂向他作出邀請，而當時沙田堂因人事變動，傳道同工相繼

離開，教會整年都沒有傳道同工作帶領，教會的士氣必然低落，甚至

有動盪不安的情況，加上當時沙田堂推動細胞小組教會模式有一年

多，這是一個嶄新的模式，不能靠過去事奉的經驗去帶領，必須重新

學習和摸索，這是一個極具挑戰和艱巨的任務，但張牧師接受這個邀

請，證明他有個人的膽識和信心，願意承擔這個又大又難的事。 

2. 成功打造沙田堂為一間細胞小組教會。沙田堂於 1994 年由傳統教會

轉為細胞小組模式，而張牧師上任後，便承接前人的美好基礎，積極

努力鞏固沙田堂小組化的模式和推動各項的事工。在他上任的第一

年，沙田堂已經出現急劇的變化，三月份成立敬拜小組外，其功能幫

助會眾投入敬拜生活，也將崇拜程序簡化過來，同年十月開設以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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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為主的週六崇拜，當時出席週六和週日崇拜共有二百多人，其後

牧區和小組數目不斷增加，成績有目共睹，成為香港小組教會的模範，

多次被邀請到神學院或研討會分享建立細胞小組的心得。 

3. 成功完成沙田堂的三個 500 里程碑。1998 年張牧師帶領會眾檢視本

堂 1994 年訂立的五年異象計劃後，他就給沙田堂一個新的異象和目

標：三個 500 的異象，就是建立一所 500 人的小組或崇拜教會；建

立一所有 500 個會友的教會和建立一所有 500 個事奉者的教會。按

陳智衡博士的記憶這 500 的異象，令教會全會眾的士氣十分高漲，

這異象在不同牧區和小組下不斷重複、推動和鼓勵，信徒在自己事奉

崗位上為這個異象目標而努力。張牧師曾在文章分享，第一個里程碑

已於 2005 年達成，其餘兩個里程碑也在 2006 年超額完成。 

4. 成功打造沙田堂為一間宣教的教會。張牧師上任初期，已致力推動教

會的宣教工作，到了 1995 年要求各牧區參與短宣行動，每牧區必須

認為一個群體作宣教的工作，由這個時候開始，我們在不同地方作訪

宣工作，包括：緬甸、泰南、雲南、澳門、清遠、陽光和多個創啟地

區等，尤其鼓勵弟兄姊妹向穆斯林傳福音，也鼓勵弟兄姊妹作長短或

短宣工作，現時沙田堂有三個家庭作宣教工作（長宣），有一個家庭

和一位姊妹作短期工作（為期一至二年），也有其他伙伴宣教士，無

論如何，沙田堂是一間積極參與宣教的教會。 

  故此，張牧師的人生和事奉是以異象行先，為主做又大又難的事，正

所謂「異象人生」。我們從上星期張牧師的個人分享和他的文章分享得知

上主呼召他進入新的季節，要在另一個場境繼續推動「轉化」和「宣教」

事工，所以，他於上年（2019 年）12 月向執事會提出申請於 2021 年 1 月

1 日提早退休，經執事會和堂委會瞭解和磋商，最後接納其申請。謹代表

教會多謝張牧師過去 25 年的忠心服侍，他的忠心、委身和愛等是有目共

睹，也是許多弟兄姊妹的稱讚、欣賞和愛戴。願主繼續祝福張牧師退休後

的事奉，仍然為主作「又大又難的事」，雖然我們在不同場境，但目標都

是一樣，仍然為主拼命爭戰，在這個世代中為主作美好的見證。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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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高舉祢的名 

曲、詞：Rick Founds  中文譯：劉燕玲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主我高舉祢的名 主我深愛稱頌祢 我甚欣慰祢愛我 我甚欣慰祢救贖我 

副歌：祢從天上降世間指引我路 在世間被釘十架 我罪得贖 

從十架到墳塋 從墳塋升回天 主我高舉祢的名 

 
耶穌祢配得至聖尊榮 

曲：Chris Bowater  中文譯：台灣以琳書房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耶穌 祢配得至聖尊榮 耶穌 當受最高讚美 

願全地響應 諸天唱和 來尊崇主聖名超乎萬名 

讓我們屈膝俯伏敬拜祂 因祂聖名 萬膝要跪拜 

讓萬口承認祂是主耶穌 全能神 今我榮耀祢 

副歌：但願尊貴 頌讚和權能 都歸於祢 都歸於祢 

願尊貴 頌讚和權能 都歸於祢 都歸於祢 

*主耶穌 永活真神兒子* 

 

誰能使我與神的愛隔絕 

曲、詞：林婉容  版權屬小羊詩歌所有 

哦~神偉大的愛何其長闊高深 竟不吝惜祂獨生愛子為我們眾人捨了 

神稱為義的人誰能控告 誰能定他們的罪 

神若幫助我們 誰能敵擋我們 誰能使我與神的愛隔絕 

副歌：難道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 是逼迫嗎 是飢餓嗎 

是赤身露體 危險 刀劍嗎 

不論是高處的 是低處的 現在的事 將來的事 都不能叫我與神的愛隔絕 

 

滿有能力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的盼望 就在耶穌基督裡 在祢裡面 滿有平安 

生命泉源 就在耶穌基督裡 有主在我裡面活著 

副歌：我宣告在我裡面的 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屬這世界 我高舉耶穌的名 

我宣告在我裡面有活水湧流滿有能力 有耶穌在我裡面活著 我勇敢站立 

**有主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 能戰勝仇敵 

有主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 還得勝有餘** 

 

復活的主 

曲、詞：盧貝欣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讓每顆心專一地朝見祢 耶穌永活真神 

祢是聖潔尊貴滿有榮光 來高歌讚美祢的救贖大能 

*十字架上流着那犧牲的寶血 耶穌降世為人 赦罪潔淨讓我重生 

復活的主彰顯永生盼望 我已同釘這十架 活着不再是舊日的我*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一日、十二日 

講員：鄭嘉慧宣教師 

講題：受死、埋葬、復活 ─ 得贖與盼望 

經文：哥林多前書 15:3-4（和合本修訂版） 

3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最重要的就

是：照聖經所說，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4 而

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引言： 

1. 受死 

2. 埋葬 

3. 復活 

 

反思問題： 

1. 復活節對於已信主的你有何意義？ 

2. 從主耶穌的受死、埋葬和復活的真理中，你的生活將以何種方式回

應祂？ 

3. 從主的復活能如何幫助你在絕望之中站立得穩？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一日、十二日 
講題： 受死、埋葬、復活 ─ 得贖與盼望 講員： 鄭嘉慧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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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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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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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幫助我們能夠確認自己的身份：我們是被揀選的族類、君尊的祭司、聖

潔的國度和屬神的子民，在這世代執掌上帝的權柄，並求聖靈啟示我們的人
生異象，能靠著主，能實踐主的旨意！ 

2. 求主幫助我們於復活節期間更多反思這節日對我們生命的意義，並能從主耶
穌的受死、埋葬和復活的真理中，在我們生活中的不同方面去回應祂，經歷
主復活的大能！ 

3. 求幫助我們仍能繼續於網上開組，彼此激勵，互相關顧！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的兒子禱告，因澳洲悉尼新冠肺炎嚴峻，學校課堂全部改為

視像教學，故兒子在家透過視像上堂，記念他的學習和身體健康禱告。 
2. 請為張大華牧師代禱，求主保守他身心靈健康。 
3.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聖靈充滿她，滿有主的智慧和愛去服侍，建立生命，

更多與弟兄姊妹一起禱告，經歷主的臨在。求主保守她的父母身心靈健壯，
更多信靠主。 

宣教同工： 
請為白樺樹代禱，感恩在主的帶領和各方奮力禱告、協調和支援下，她順利抵港，
在酒店進行隔離。請記念她回港後的各樣適應，能夠心意更新而變化，在大小事
情上交託，察驗阿爸父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肢體： 
1. 會友蕭麗暄姊妹（梁亦珩和梁亦璇的嫲嫲），因病於 9/4 早上離世，安息主

懷，請記念家人在哀傷中得安慰，在籌備喪禮的過程中有主的預備。 
2. 請為沙勉區麥韻梅姊妹代禱，她近來心跳偏快，求主保守她有健壯的心臟，

賜她有穩定的心跳。最近她肚腹頻頻感染細菌，求主提升她的免疫能力，並
讓她食的藥能徹底除滅細菌，並讓醫生找出感染的原因。她的手部仍腫痛，
現食新藥。近來她躺在床上都容易抽筋，求主幫助，施恩醫治她，有好的療
效。主賜她有好胃口和好的休息，身心靈有力，靠主得勝，經歷主恩！ 

3. 請為沙望區王佩蓮姊妹代禱，感謝神給她合適的藥物治療，使她每天都精神
飽滿地讚美主，求主繼續保守帶領她，經歷主的醫治和恩典！ 

香港： 
1. 政府期望「撐企業、保就業、振經濟、紓民困」，剛推出第二輪的防疫抗疫

基金，仍有不足之處，須要不少改善，求主賜智慧予政府、商家和各有關團
體一起籌謀如何解決所面對的問題，能夠幫助各行各業可以一起共渡時艱，
解燃眉之急！ 

2. 雖然近日的疫情放緩，求主幫助市民仍能提高防疫措施，免除病毒的傳播。
求主保守醫護和前線人士的安全，主醫治患者，早日康復出院。 

世界： 
請為仍處於疫情嚴峻的國家代禱，求主幫助政府能有智慧和有效地抗疫，有充足
的防護裝備給醫護，主醫治病患者；國民能團結一起走出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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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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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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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韻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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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振江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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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