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神學主日  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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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命實踐、服侍萬民的宣教和使命                佘健誠牧師 

  過去多年來，沙田堂一直著重宣教的工作，不
論差遣宣教師、短期宣教同工前往不同的地方作宣
教工作和各牧區自行認領未信群體，每年作短宣體
驗外，更鼓勵弟兄姊妹在生活和工作中作職場宣
教，為上主作見證和帶領未信者歸主。而弟兄姊妹
在宣教的奉獻和支持上，也盡力去參與，讓宣教的
工作能順利的拓展，所以，無論在過去、現在和未
來，沙田堂都是一間宣教的教會，我們也深信上主對沙田堂過去的宣教工
作是肯定和欣賞的，弟兄姊妹的努力必蒙上主悅納。承接沙田堂過去的優
良宣教傳統，我們是時候需要檢視、整理、更新和計劃，讓沙田堂的宣教
工作更完整和更有規劃。 

  經過同工和執事們的努力，我們從聖經教訓認定沙田堂宣教的核心價
值如下： 
⚫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

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一 28） 
⚫ 能靠著聖靈（徒一 8）傳承主所吩咐的大使命（太廿八 19-20），不論

在本地或海外。 
⚫ 讓每個信徒生生不息地傳承這大使命，讓這福音能去到貧窮的人，使

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這是神賜人
救恩的時代（路四 18）。 

  故此，從這些核心價值，我們制定了沙田堂在宣教上的基本方向，
就是「召命實踐、服侍萬民的宣教和使命」。至於沙田堂的宣教目標，
我們認為教會的宣教是不在乎宣教地域或對象，而是教會在任何地域、
信徒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中，都一起肩負各種崗位角色，於見證、佈道及
服侍上來回應從耶穌基督所領受的使命： 
⚫ 見證：讓肢體在每一個生活場境中，如：家庭、學校、職場、社區和

教會裡，活出天國福音來作見證，亦以天國價值觀代人處事，使人認
出我們是基督的門徒。 

⚫ 佈道：能在生活中透過宣講方式（宣講亦包括透過文字、話劇、佈道
會等等的方式）來傳揚福音，讓人認識耶穌，帶領人信主。 

⚫ 服侍：能透過服務（如：探訪、學生補習、助養和服務等等），來祝
福及關懷有需要的人，使人感到神的愛和臨在。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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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當然我們會按著這些方向和目標來制定本堂宣教（見證、佈道，服侍）
的工作，也會重整現時所支持的宣教事工。現時沙田堂的宣教事工，在教
會整體或牧區／小組的支持和合作上，有四大不同類別。透過考慮在未來
可發展的差傳工作的形態、在基金款項支援、支持方式、事工的持續合作
上有重新整理的需要。 

 

A類別 

 

沙田堂認同及直

接支持（推動及經

濟上）的差傳工

作。 

例： 

⚫ 竹居台 

⚫ 差傳事工 

B類別 

 

教會支持肢體所

事奉的宣教事工

或機構。 

例： 

⚫ 教會差出的宣

教士 

⚫ 奉獻予福音機

構 

C類別 

 

由牧區或小組發

起或實踐的宣教

工作。 

例： 

⚫ 社關服務 

D類別 

 

由個別肢體在教

會以外發起或參

予的宣教工作，但

沙田堂未有正式

支持。 

例： 

⚫ 在各地禱告服

侍 

 

  無論如何，這個宣教的基本方向，比以前完整和有系統，因為傳福音
不單是口傳，也要生命的見證，再者，傳福音不是單單一個事工和工作，
而是要每一個基督徒在生活中，活出信仰，讓未信者能在我們身上認識上
主，歸入主的名下。我們都是福音的使者，代表上主在眾人面對見證上主
的真實。盼望我們能夠發揮福音使者的功效。正如主耶穌提醒我們說：「你
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
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
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五 13-
16）盼望沙田堂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主的大使命有份，一起見證傳揚上主的
真實和恩典，以福音和信仰回應現今世代的需要。但願上主的國降臨，願
上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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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為我挪開 
曲：游智婷 詞：林慶忠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雖然道路崎嶇困難險阻 但我心中知道祢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為何擔此重擔 但我始終相信祢一直牽著我 

副歌：大山為我挪開 大海有路出來 我要大聲宣告 耶穌祢一直都在  
祢手上的釘痕彰顯十架大愛 我要大聲宣告 耶穌祢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祢的話讓我明白 祢愛我永不更改 祢保守我的心懷 緊握祢雙手不放開* 
 

我相信 
曲：曾祥怡 游智婷 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相信天父創造世界 我相信耶穌死裡復活 
我相信聖靈住在我心 賜給我寶貴極大能力 

副歌：I believe 我相信耶穌是真神 永遠得勝君王 
我敬拜 高舉耶穌基督的名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死亡的毒鈎 你在哪裡 墳墓不能勝過復活的能力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萬膝要跪拜 萬口承認 耶穌基督 世界的主* 

 
榮耀大君王 

曲：周巽倩、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將祢的光照亮在我們身上 讓我們在祢面前毫無隱藏 
打開我們的心 我要看見 祢的國度就在這裡彰顯 

在祢光中我得見光 在祢裡面有豐盛盼望 
榮耀 榮耀 榮耀 榮耀 聖潔大君王 

副歌：榮耀耶穌 耶穌 耶穌 主耶穌 歡迎祢在我們中間 
榮耀耶穌 耶穌 耶穌 主耶穌 祢是配得榮耀大君王 

 
主祢慈愛何等寶貴 

詞、曲：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神啊祢慈愛上及諸天 祢信實到達穹蒼 祢公義如同高高的山 祢判斷彷似深淵 
神啊祢慈愛上及諸天 祢信實到達穹蒼 
眾生靈同蒙主的救護 祢愛是眾生的倚靠 

*主祢慈愛是何等的寶貴 來尋求在祢翅膀下的庇蔭 
主祢慈愛是何等的寶貴 來在殿裡得飽足 

喝祢樂河的活水 唯有祢是生命源頭 在祢光中我必得見光* 
 

誰主明天 
詞：鄭楚萍  曲：吉中嗚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 動盪變遷 世事難料 徬徨裡失去目標 生老病危 苦罪是迷 人生消失似煙 
2. 禍患困擾 天災難料 誰定向為我指示 
唯獨救主可指引方向 陪伴我尋覓那新一天 

副歌：明天告別時 幻變世界會終結 唯獨祢永活永生永不改變 
耶穌祢是盼望 是祢主宰今天 明日掌管於祢手裡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五月二、三日 

講員：陳思語博士 

講題：召命 – 讓神帶著你走 

經文：以賽亞書 45：1-8 

1「我耶和華所膏的塞魯士，我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

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鬆列王的腰帶，使城門在他面前敞

開，不得關閉。我對他如此說：2 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

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閂。3 我要將暗中的寶

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

和華，以色列的神。4 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列的

緣故，我就提名召你；你雖不認識我，我也加給你名號。」

5「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除了我以外再沒

有神。你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束腰。6 從日出之地到日

落之處，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神。我是耶和華，

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7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

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8「諸天哪，自上而

滴，穹蒼降下公義；地面開裂，產出救恩，使公義一同發

生。這都是我耶和華所造的。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三日 
講題： 召命 – 讓神帶著你走 講員： 陳思語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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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教會，幫助弟兄姊妹實踐和服侍萬民的宣教和使命，求主引領，

並能賜恩加力予他們！ 
2. 感恩！從開堂至如今有十八位弟兄姊妹接受神學牧職訓練，現仍有 13 位在

教會當牧者，有一位在神學院任教，一位當宣教士。求主繼續呼召弟兄姊妹
接受神學訓練，全職服侍主，活出主給他們的召命！ 

執事： 
請為羅偉真執事、司徒麗燕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莫苑萍執事和林偉
漢執事禱告，求主賜他們健康的身體，並與主有親密的關係，在工作或退休生活、
事奉及家庭生活能夠平衡，作息合宜，有屬靈的恩賜和智慧來事奉。每天經歷主
的同行和帶領，更深體驗主的心意，活出主賜他們的召命。 
同工： 
請為佘健誠牧師於 5 月 6 日（星期三）做後腳鬆筋手術，求主保守整個手術順利
完成，並能迅速康復。 
宣教士： 
請為李偉良韓昱夫婦一家代禱：i)求主賜他們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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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掌管買
地交易的程序，保護他們，在五月頭購得土地。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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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感恩！買地款項現已籌得一千萬，尚欠二百萬，求主感動弟兄姊妹繼續奉獻。
v)求主讓女兒（珵）可安全赴英升學，引領家人靠近主，作主忠心的僕人。vi)感
謝主賜我們美好的宣教隊工，包括剛出工場的新信徒宣教士哈山小小家庭，CM 的
Gain、Noy、Namwa、Alexis，大學的 Great 和 Bow 家庭，華人小組的貝利小龍家庭
和麗美姊妹，還有一起來參與中學生事工的 Big 和 Beng 夫婦、金燕姐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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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 
1. 請為沙宣區葉智軒（Denny）弟兄祈禱，求神在他進入神學院，預備全時間事

奉的路上與他同在，帶領他一家（他和太太：Jenny 和兒子：榮恩）可以有信
心地活出神的召命。又為他將要離開的職位祈禱，願神賜下適合的接班人，
並賜他們智慧去完成各樣的工作。 

2. 請為沙勉區麥仲衡(偉勤的爸爸)代禱，他最近做了幾次化療後，身體衰弱，手
腳痺，腳步乏力。他將於下週一（4/5）早上化療，求主醫治保護他，化療後，
身心靈健壯，有好的療效，出入腳步穩當！經歷主的恩典！ 

香港： 
請為在疫情防控走向成功感恩禱告，求主保守看顧，使防疫措施繼續有顯著的果
效，香港人能克制和忍耐，並能團結一致，繼續做足和做好防疫措施經歷主賜的
平安，將榮耀全歸給上帝，因爲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世界： 
求主賜福世界各地都得到上帝的恩惠，使各地的新冠肺炎疫情得以受到控制及早
日平息，叫世界各地居民的性命得到保守。 



 

  



 

洗禮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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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1. 承蒙建道神學院國際學院課程主任兼助理教授陳思語博

士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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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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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9 年 4 月-2020 年 3 月的奉獻收據將於星期一寄出，請

留意查收，如有問題請與辦公室聯絡。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本堂的防疫安排如下（2020年 4月 18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雖然近幾天香港感染人數是「個位」數字和香港 DES 考試將會如

常進行，但香港政府的限制人數聚集的指引仍未取消，學校復課仍未

確定，加上借用學校（沙田培英中學和博康幼稚園）作聚會之用，需

與校方詳細磋商，以上種種都是我們評估或考慮是否恢復實體崇拜的

原因。同工們在這段疫情期間，非常密切留意疫情的進展，也經常對

此事作商討。前幾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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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3 日和 5 月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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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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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2020（六，日） 

敬拜：陳家能區長 

見證：葉智軒弟兄 

講道：陳思語博士 

講題：召命 – 讓神帶著你走 

經文：以賽亞書四十五章 1-8 節 

備註：當日是「神學主日」 



 

日期：9-10/5/2020（六，日） 

敬拜：尹鳳蓮姊妹 

講道：佘健誠牧師 

講題：你看見甚麼？ 

經文：出 1:8-22（和合本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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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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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