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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教會的元首                         鄭嘉慧宣教師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大家的日子都過得不容易，身心靈都被逃犯
條例的修訂所引發的社會運動、新冠肺炎疫症更令全球經濟活動停
擺、DSE 中國歷史科的考題風波、國安法的草案等事件使得各人疲憊、
受困、情緒低落。過去我們受疫情影響，各人在家中各施各法，為自
己創造了不少生活樂趣，有的變了廚神、有的變成網絡紅人、有的將
藝術細胞或廚藝發揮得淋漓盡致，令生活變得多姿多彩。隨著中小學
開始復課、教會實體崇拜開始恢復，筆者以為疫情稍為緩和一點，心
情也該可以輕鬆一下吧。現實是沒完沒了的挑戰正在等待著你和我，
而這個挑戰是對全港每間教會和每位信徒來說，來得比想像的要早。
我們先不要說面對逼迫，講員單單在講台上是否仍能自由地講真道、
說真話也備受挑戰，將來教會仍然會有自主權嗎？如何面對未來呢？
面對未來的不穩定性或受限制，我們要預備好如何自處了。筆者相信
教會不能再像從前了，始終要面對政治帶給社會、教會、個人信仰的
挑戰了。今日你和我所信的，是否都能幫助我們去面對這一切的挑
戰？ 

  最近在香港教牧網絡刊登了<香港 2020 福音宣言>，這宣言涵蓋
著一個宣告。宣認耶穌基督是誰、教會是一個怎樣的群體、教會在這
時代中的使命。以下是其宣言內容 1： 

1. 耶穌基督正是福音的本身。耶穌基督是彌賽亞君王，是福音的根源 
（可 1:1）。這福音關乎上帝的國度臨格，戰勝罪惡不義的黑暗權
勢，從而改變世界的一切。因此，福音不純粹關乎個人死後的靈魂
得救，它更關乎上帝國的降臨，除滅世界的黑暗，扭轉邪惡的權勢；
同時，這福音也展現對現世生命的關愛、醫治與守護，牽涉人類生
命的政治解放與社會關懷，是具體的、行動的、整全的。 

2. 唯獨耶穌基督是教會群體的主。教會是基督的身體，連於元首基督
（弗 1:23）。因此教會最終只順服和效忠天國的君王—彌賽亞，而
不是地上任何政治經濟的執政及掌權者。教會也不應依靠世上任何
權勢而存活，更不應被其支配主宰；當以史為鑒，棄絕一切偶像，
尤其在以經濟發展大於一切的香港社會。謹記並活現耶穌的教導：
「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瑪們。」以及十誡的首訓：「除了我以
外，不可有別的上帝。」認定除主基督以外，別無拯救。 

3. 教會是傳揚福音的見證群體。（太 5:13-16）教會作為耶穌基督奧
祕的身體，在地上成為耶穌基督現世的真實見證。因此，教會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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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貪求自己的內部發展，貪圖穩定、安逸與富足。作為跟隨基督的羣
體，教會學效耶穌基督的榜樣，與貧窮人在一起，與受壓迫者同行，
向困苦者施予援手，無懼邪惡權勢的苦害和十字架，以行動跟隨耶
穌基督的榜樣。 

4. 教會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拒絕謊言、堅守真理。（提前 3:15）面
對扭曲真相、操控媒體、埋沒真理的極權政治，教會拒絕一切的謊
言，勇敢地指出政權的不是。雖然教會自己不是真理本身，但她憑
着無偽的良心，堅持耶穌基督的聖道，隨時聆聽聖靈的聲音，謙卑
地不斷更新自己，辨別真相、活出真理。 

5. 靈性與行動不可分割。主基督說：「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
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 25:40）。教會與耶
穌基督的關係建基於跟隨基督的行動。因此，教會的靈性與行動從
不分割。教會的禱告與行動結合：行動是禱告的實踐，禱告是行動
的基礎。教會的禱告與行動從不停止（帖前 5:17）。 

6. 教會在黑暗的時代中作光明之子。聖經說：「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羅 13:11）。教會在世上存在的目的，正是在這黑暗與白晝之間
作生命的見證：在絕望之處播下盼望、在不義的社會維護公義、在
仇恨之中散播關愛、在虛謊之中尋求真理、在傷痛之處包紮醫治、
在暴力的世代甘作犧牲。教會期盼及祈求上帝國的實現。我們竭力
維護上帝賜人的尊嚴與自由，守護生命，與香港人同行，在香港社
會體現平等、公義、互愛的上帝國度。 

  筆者深信基督是教會的元首，祂是教會的開始。歌羅西書 1:18：
「他是教會的頭，也就是他身體的頭；他是新生命的源頭。他是長子，
首先從死裏復活，目的是要在萬有中居首位。」我們所相信的耶穌基
督除了是萬有之首之外，祂是教會的頭、居首位的、當受尊崇、被高
舉的、祂比世人更美、滿有恩惠、滿有榮耀和威嚴、大能、堅固、卻
又謙卑和公義(詩篇 45:2-5)。筆者認為這該是你我的信仰宣言，要切
切實實地活出上帝的話語，以上帝的眼光和心腸，在這個世代之中行
真理、做討上帝喜悅的事、活出我們基督的樣式。 

 ________________ 
1 https://www.facebook.com/HKPastorsNetwork/posts/3065929470119530?__tn__=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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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詩歌 
 

無言的讚頌 
詞、曲：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無言 無語 亦無聲音可聽 神的大能卻在世上知曉 
日頭冒升 又回歸於出處 神的恩惠又似日光普照 

副歌：諸天說述主的榮耀 穹蒼傳頌神大能力 每日每夜發出詩句 讚美全能上帝 
 

剛強壯膽 
詞、曲：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剛強壯膽不要愄懼 神現與我們同在 剛強壯膽不要愄懼 神現與我們同在 
神應許不變更 耶穌站此地當中 神已同在 未計何地 全世界都屬我的主 

神已同在 未怕仇敵 神已踐踏仇敵 
 

齊共去宣告 
詞、曲：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齊共去宣告救主已臨在當中 齊共去宣告祂的尊貴與聲威 
齊共去宣告基督將仇敵踐踏 齊共去宣告祂恩手正彰顯 

**讓我心自由 讓我得釋放 讓我衝開捆鎖頌讚著祢名字** 
副歌：願舉起雙手 讓我讚美主偉大 願舉起雙手 讓我傳揚神救恩 

 
以色列的聖者 

詞、曲：John Laudon  版權屬宗教教育中心所有 

以色列的聖者 為我犧牲自己 神羔羊 祢是彌賽亞 耶穌和平之君 
副歌：我要跪下來敬拜祢 主啊 因為祢是萬王之王 
我要跪下來敬拜祢 我神 寶貴耶穌 和平之君 

 
奔跑不放棄 

詞、曲：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每個狂風暴雨裡 祢同在在那裡 每個難處低谷裡 祢恩典在那裡 
每個傷心失望裡 祢愛我愛到底 在祢愛的光中 我得著能力 

副歌：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榮耀高舉祢的名 我跟隨不懷疑 
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這愛的路程裡 我奔跑不放棄 

**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至失望 
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頌讚祢 哈利路亞 

詞：鄭楚萍  曲：Niko Njotorahardjo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感激基督帶領 恩典賜予我未停 日日服侍主我心歡喜 
讓讚美聲跨千里 要唱唱唱莫停 哈利路亞 

副歌：頌讚祢 哈利路亞 稱讚祢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頌讚祢 哈利路亞 稱讚祢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就是這個時刻 

詞：鄭懋柔  曲：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神已揀選我們 神已預備我們 帶著神的愛 宣告盼望在這世代 
領受這大使命 側耳謙卑聆聽 跟隨祂腳步 將福音傳到世界地極 

副歌：就是這個時刻 帶著主愛走遍世界各地 我們所踏之處 萬民都要歸向祢 
就是這個時刻 帶著主光照亮黑暗之地 大聲宣告耶穌是主 萬國都敬拜祢 

**就是這個時刻不再遲疑 就是這個時刻勇敢前去 
就是這個時刻不再遲疑 就是這個時刻勇敢前去 以生命見證耶穌祂活著**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三十一日 

講員：鄭詠怡宣教師 

講題：就是這個時刻 

經文：使徒行傳 1:8；8:1-4 

1:8 但聖靈臨到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

且要在耶路撒冷、整個猶太和撒馬利亞各處，直到

地極，作我的見證人。 
 

8:1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 

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馬利亞各處。2 有 

虔誠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為他捶胸大哭。3 掃羅 

卻殘害教會，進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監裏。4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三十一日 
講題： 就是這個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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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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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教會面對時代和社會的轉變時，仍能按著主的真理，聖靈的帶領和

能力，竭力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彼此配搭服侍，作成主的工，在
這時刻，能活出門徒的生命，見證福音的大能。 

2. 感恩！現正推動「抗疫同行專款」計劃，求主帶領！求主幫助我們回應
社會、社區、教會家人同行的需要。並能關心身邊的人和事，學習分享
主愛，並主動進入社區，服侍社群和有需要的人，見證主基督！ 

3. 禱告記念沙奮區的肢體在教會新區牧及牧區架構的轉變上能適應、有更
多的成長和蛻變。各肢體在人生不同的階段：適婚、已婚及有兒女的狀
態中，都能在崗位上盡忠及為主作見證。在多變的時代中，能為真理作
戰，不妥協、不怯懦、不灰心。 

4. 請為沙勉區於 1/6 全面推行靈修行動代禱，將會有文字版、影音版和網
上靈修分享，藉此幫助他們每日與主親近，並藉著主的話成為生命的糧
食，屬靈生命成長，彼此激勵，實踐主道，見證主！求主激勵弟兄姊妹
一起參與，經歷主的同在！ 

宣教士： 
哈利路亞讚美主！感恩！泰南購地建校中，地主於 27/5（三）已簽了約啦！
求主帶領接續的工作：現仍尚欠 170 萬購地費，求主讓土地廳批准基金會
購買這塊土地。日後要招聘建築團隊、學校團隊等，並須要六個投資一千萬
的基督徒（以業務為宣教（Bussiness as Mission）的公司），期望 2020 年 8
月開課。求主賜智慧予石昱和建校團隊，有美好的配搭，作成主的工，經歷
主豐富的預備，主的大能和恩典！ 
肢體： 
1. 感恩！沙宣區組長葉智軒弟兄被中國神學研究院取錄為全職神學生，將

會在 8 月底入學，請禱告記念他踏上全時間事奉神的道路，面對身份的
轉變，願主親自帶領，讓他和家人可以適應；又繼續為他的職場禱告，
因為最近大家的壓力都甚大，願有適當的接班人可以頂替他的工作，有
好的交接，求主加力和預備。 

2. 請為正在懷孕的姊妹代禱，求主賜她們健康的身心靈，常存喜樂平安的
心，孩子健康成長，有主十足的保護和看顧。主賜福和帶領作丈夫的能
體貼妻子的需要，更多愛和關懷，並且夫婦一起更多禱告，祝福孩子和
家庭，經歷主豐盛的恩典！ 

香港： 
面對中央政府訂立港版國安法，帶來社會好大的衝擊和反應，求主憐憫和幫
助，能走出困境，信徒仍堅定相信上帝仍在香港掌權，願主的旨意成就在香
港，並讓信徒明白和實踐主給信徒的使命，作鹽作光！ 
世界： 
新冠病毒的疫情於不少國家開始放緩，但南美和非洲的地方仍然嚴峻，求主
幫助他們有效地防疫和抗疫！  



 

 
 
 
 
 
 
 
 
 
 
 
 
 
 
 
 
 
 
 
 
 
 
 
 
 
 
 
 
 
 
 
 
 
 
 
 
 
 
 
 
 
 
 
 
 
 
 
 
 
 
 
 
 
 
 
 
 
 
 
 
 
 
 
 
 
 



上次提及的On Your Mark宣教課程已在4月初順
利完成。最後3課都透過Zoom在網上進行。由不
曾用Zoom，到安排訓練，加上各樣技術和網絡
不穩的挑戰，能夠完成，實在感恩。
 
Track 2課程在4月的兩日一夜退修營會，也改在
網上進行了。實在佩服安排的同工！她預備了很
好的材料，教導學員安靜、省察。學員們都各自
找到合適的地點退修，走向耶穌，讓耶穌向他們
說話。
 
我也跟著學員退修，其中一個環節是從路19:1-10
撒該的故事中，找一個角色代入默想。慢慢讀經
文時，聖靈感動我去默想的角色，竟然是撒該爬
上的那棵樹！當日的提醒，是作一棵站立得穩而
不起眼的大樹。欲知詳情，歡迎找我，慢慢跟你
分享。哈哈！
 

珊珊分享信 2020年5⽉

靜⽌中的⾺不停蹄

2月開始，珊珊便在家工作，平均一星期才外出一
次。生活彷彿靜止了。
靜止，可以是孤單、懼怕、乏力。
靜止，也可以是休息、重整、得力。
 
由於很多事奉都因疫情而取消或改期，珊珊也曾
失去動力，覺得最後都是徒勞無功。後來覺得不
妥，便邀請同工代禱。很快便發現了不少現在仍
然可作的事，便重新積極起來。
 
這幾個月，有沒有察覺你的生活和內心起了什麼
變化？你也需要代禱守望嗎？
 
 

網上O Y M

珊珊特別享受營會中，與其中5位學員個別約談的
時間。聽著他們的分享，發現神在他們生命中的
工作，為他們禱告，是很大的滿足。
 
課程完結，我也回顧了這5位學員們的功課，並為
他們寫上一段祝福的話。寫的過程，珊珊很感
動，因看見神對他們的愛，也看見他們單純回應
主的心。願神興起更多年輕人作主門徒，回應宣
教使命。
 



這幾個月的「日本へGO! 小組」，也是用Zoom
進行。4月份還邀請了在東京的短期宣教士Domo
一同參與。他親身分享學日文和跟日本人合作的
經歷，令組員多發現一些宣教士要面對的挑戰。
也有組員表達被激勵，重燃日本宣教心。
 
輕輕鬆鬆每月一小時，組員之間已建立了一份親
切感。每次學唱一首日文詩歌，再分享學習日文
的進度，對日本時事、歷史、文化的發現，也會
分享掙扎，然後一起禱告。最近，還找來一本日
文初信栽培書，學習當中的用語。
 
小組人數不多，平均6人左右。請為小組的發展祈
禱，特別叫我知道怎樣幫助組員尋求和預備自己
參與日本宣教。

「⽇本へG O !  ⼩組」

↑日文詩歌及歌詞→

與組員用ZOOM開組→

短宣隊⻑訓練

受疫情影響，今年所有海外短宣都暫停了。但卻
是好時機去接受裝備，蓄勢待發。25/4和2/6連續
兩個週六上午，我們進行了4堂網上短宣隊長訓
練。除了學園新同工，也有教會傳道和信徒，一
共18人參與。
 
作隊長要兼顧的著實不少，但願每位學員都記得
短宣的價值和目標：「推動宣教，塑造生命，動
員教會，祝福世界」，待疫情過後，快快有機會
帶領更多人去世界各地見證神的福音。

差派去或留

疫情下，作為差會，我們要衡量各個工場的風
險，宣教士的意願，香港教會和家人的考量，事
工、財務的需要等等，從而決定宣教士的去或
留。過程中要顧及不同層面，也要作很多溝通。
有時候也要快快下決定。
 
直到4月尾，6位短期宣教士先後回港了。另外10
個長短宣單位(包括家庭和單身)仍在工場。是去是
留，宣教士們也要面對疫情對生活帶來的挑戰和

事工模式的轉變，正如你我一樣。願我們一班
GSM (Global Sending Ministry)同工有智慧
和愛心，與他們渡過這艱難時刻。



5月初，限聚令放寛，3G team*的船上退修終於
成行了!
 
天氣預報說當日太陽猛烈，是酷熱天氣。怎料，
去到碼頭，天色有點灰，卻仍見藍天白雲，加上
陣陣海風，連導師也說神特別看顧我們。
 
船雖靜止，卻仍隨著海水漂動。
船雖漂動，卻不會漂走，因錨已穩固在海床。
我的生命是否穩固在主裡，縱有大浪湧過來，也
只是大搖大擺一番，不會被沖到不知那裡去呢。

船上靜修

宣教⽇講道

從SLM校園事工轉到GSM差傳事工，
珊珊多了機會到教會分享，推動宣
教。本已很久沒有到教會講道，一再
改期後，變成錄影分享，又是另類挑
戰。不過，無論多緊張，有機會用神
的話鼓勵人參與宣教，都是感恩的。
 
為配合該教會的宣教日主題，特別帶
出宣教四角色：出去者，動員者，差
派者，歡迎者。可參考以下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
h?v=HrLzNO2XRWQ 

這是最後向會眾發出的邀請，也在這
裡跟你分享：

宣教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遙不可
及。一個禱告、一個關心行動、一個
奉獻，已經可以參與。「積極聽候主
差遣」，我希望透過今日的分享，鼓
勵大家，聽候差遣的過程中也可以很
積極的。每個人表達「積極」的方式
都唔同。呢一刻，我相信你已經想到
1-2個參與宣教的回應行動，願神給你
恩典和力量把它們行出來。祝福大
家！

(*) 3G : God-Attentive 專注神，God-Dependent 倚靠
神，God-Responsive 回應神
 
珊珊在2015年中加入3G team服侍。3G team關注學園
同工的祈禱和屬靈生命。主要工作是安排每月的同工祈禱
日。

www.lifefrontline.org

默想由3枚粗粗的釘組成的十架。默想滿是血的十
架和荊棘冠冕。主耶穌為我的罪所付出的是何等
的痛、何等的重。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祂，只求
謹慎自己，不要白白領受主的恩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rLzNO2XRW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rLzNO2XRW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rLzNO2XRWQ
http://www.lifefrontline.org/


(**沙田堂的弟兄姊妹，謝謝教會的安排，現在你可
以選擇使用教會的奉獻封，寫上「支持魏珊珊」，
教會便會把奉獻轉交到學園。)
 
1. 現金：  請存入中國銀行（香港）戶口：  012-
725-0-000723-7 (*)
2. 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香港學園傳道會有限公司｣
或 ｢Hong Kong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Ltd.｣ (*)
3. 自動櫃員機(ATM)轉賬至下列戶口並列印收據
(*)：
恆生銀行戶口　　　　：286-273677-001 或
中國銀行（香港）戶口：012-725-0-000723-7 或
匯豐銀行戶口　　　　：848-258695-292

4. 繳費靈： 「商戶編號」為"6197"，「奉獻
者編號」請輸入你的個人手提電話號碼；繳款
後請填寫網上「奉獻資料表」
5. 自動轉賬： 請在www.hkccc.org下載並
填妥自動轉賬表格，或致電2753 8887聯絡
我們的會計部同工瞭解詳情
 
(*) 敬請於劃線支票或存款收據正本背面註明
「支持魏珊珊同工」，並寫上你的姓名、聯絡
電話及地址，以方便會計部同工寄回捐獻收據
或在有需要時聯絡你。註明以上各資料後，寄
回九龍協調道郵政信箱83359號，香港學園
傳道會收。 （註：一百元或以上奉獻可獲發
收據用作申請扣減稅項。）

**會計部剛推出Paperless奉獻系統，支持者可透過
Google Form上載轉賬收據的副本、存款收據的副
本、銀行確認過賬的版面截圖、「轉數快」確認過賬
的版面截圖， 以及填寫相關奉獻內容。
 
支持者可在學傳網頁的「奉獻方法」找到連結。或以
Google Account 登 入 此 連 結
https://forms.gle/ZQZkbfEmDhT6GZuy7
 
如支持者已使用Paperless奉獻系統，便不需把自動
櫃員機轉帳紀錄郵寄到學傳信箱。

每位香港學園傳道會的同工都需要自籌薪金，在
這段艱難的日子，感謝每位忠心奉獻的肢體，相
信你也是憑信心為主擺上的。願神大大賜福予
你！
 
在疫情和限聚令下，大家都盡量減少見面。但我
們可以增加對彼此的問候，不讓孤單鬱悶侵襲我
們。歡迎你找珊珊分享和祈禱啊～

奉獻⽅法

謝謝你的⽀持和同⾏

主內
 

珊珊
 

https://forms.gle/ZQZkbfEmDhT6GZuy7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20年 5月份堂委會議決摘要 
 

1. 通過教會申請政府「防疫抗疫基金 — 保就業計劃」。 
2. 通過教會設立「抗疫同行專款」，其專款設有兩個計劃: 

第一：「家人同行」計劃； 
第二：「鄰舍同行」計劃。 

 
 
 
 
 
 
 
 
 
 
 
 
 
 
 
 
 
 
 
 
 
 
 
 
 
 
 
 
 
 
 

家事分享 

1. 6 月 6 日（六）開始恢復週六午堂崇拜，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人數限制 60 人，參加者需預先報名，報名情況會由區牧發放。 

2. 6 月 1 日開始，小組可恢復實體聚會，請小組自行安排開組地方，

辦公室稍後將發出小組實體聚會的防疫指引。 

3. 溫馨提示：網上奉獻完成轉賬後，請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教會，如

教會沒有收到通知，會以無名氏入賬，詳情請到以下網址查閱： 

https://bit.ly/stcdonation。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本堂的防疫安排如下（2020年 5月 30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近日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已有緩和的跡象，香港特區政府於 5 月 19

日公布最新《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雖然 8 人限聚令繼續生效至 6

月 4 日，但新措施放寬宗教場所聚集，容許教會在有限制下舉行宗教

聚會，再者，學校仍按階段進行復課，故本堂積極考慮何時恢復實體

崇拜和其他聚會及活動。 

 

但基於本堂一向借用「博康幼稚園」和「沙田培英中學」禮堂和課室

作聚會和活動之用，故須要與校方洽商此事，經過多次商討之後，本

堂於 6 月 6 日可借用「博康幼稚園」禮堂和親子室作聚會之用，至於

課室，可能最快於 7 月中幼稚園放暑期時才能借用，至於「沙田培英

中學」，按區會最新指引，建議堂會最快於 7 月 4 日在區會屬下的學

校恢復成人實體崇拜的聚會，而 7 月 4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除了舉

行成人崇拜外，其他聚會，包括小組聚會、牧區活動和兒童工作都要

暫停，兒童可隨父母參與成人崇拜。 

 

因此，基於以上情況，同工會議決也得到各執事的贊同，本堂決定於

6 月 6 日開始恢復第一堂實體崇拜，即是週六午堂崇拜，並於 6 月 21

日開始恢復週日午堂崇拜，詳情如下： 

 

💒六月崇拜安排： 

 

⚫ 實體崇拜人數限制 60 人，參加者需預先報名，報名資料將由區牧

發放 

⚫ 實體崇拜不設嬰兒房和轉播房，兒童同樣需要報名並隨父母在大堂

參加崇拜 

⚫ 實體崇拜會同時於教會 facebook專頁內播放 

⚫ 每週有一堂崇拜錄影於崇拜後上載到教會 YouTube，直至週一早上

十時後刪除 

 



 

<第一週> 

日期：6/6（週六午堂實體崇拜）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講員：張大華牧師 

講題：耶穌看活出使命 

經文：待定 

備註：附設聖餐 

 

<第二週> 

日期：13/6 （週六午堂實體崇拜）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講員：佘健誠牧師 

講題：與上主立約 

經文：出 24:1-18 

備註：附設聖餐 

 

<第三週> 

日期： 20/6（週六午堂實體崇拜）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講員：詹志誠宣教師 

講題：待定 

經文：帖前 5:1-11 

備註：附設聖餐 

 

<第四週> 

日期：27/6（週六午堂實體崇拜）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講員：約書亞弟兄 

講題：耶穌看安慰醫治 

經文：待定 

 

 

日期：7/6（日） 

網上重播週六崇拜 

時間：上午十一時 

 

 

 

 

 

 

日期：14/6（日） 

網上重播週六崇拜 

時間：上午十一時 

 

 

 

 

 

 

日期：21/6（週日午堂實體崇拜） 

時間：上午十一時正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講員：謝駿麒宣教師 

講題：待定 

經文：帖前 5:1-11 

備註：附設聖餐 

 

 

日期：28/6（週日午堂實體崇拜） 

時間：上午十一時正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講員：約書亞弟兄 

講題：耶穌看安慰醫治 

經文：待定 

備註：附設聖餐 



 

⭐小組聚會： 

同工會也決定於 6 月 1 日起恢復小組實體聚會，但因現時不能借用

「博康幼稚園」和「沙田培英中學」的課室，本堂暫時只能於週六午

堂崇拜前（2:00PM-4:00PM），安排 6 個小組於幼稚園禮堂及親子室

開組(沙綠區至沙少區)，故其他小組需自行另覓地方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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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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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