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八、十九日 
網上崇拜播放時間：星期六下午４:30 及 星期日上午 11:00    facebook @ cccstc.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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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外的羊                            鄭嘉慧宣教師 

  「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約一 4:19)這是我
們常常在婚禮上聽見的一節非常耳熟能詳的經文。有時
候，上帝的愛對我們來說並非有如愛情小說中所描繪的

那般浪漫，也並不是單單感性的愛情感覺。雖然在雅歌及
先知書中也有提及到有關上帝對祂的子民的描述，就有
如丈夫對妻子的愛。在新約，耶穌形容教會是祂的新婦。

但是，上帝對祂的子民和對普世人的愛，往往是具體地彰
顯在： 

  上帝憐恤我們的日常所需，祂供應我們日用的飲食。

因此，我們不需為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而去憂慮，我
們只須每天做好自己的本份，就可憑著信心的仰望和向
上帝支取每天的供應。 

  上帝很在乎我們與別人的人際關係，我們都應該竭
力地與眾人有好的關係，按著聖經的真理而行事為人。因
此，不論我們認為自己怎樣愛主、怎麼努力地服侍，但是，

我們與人的關係卻是疏離和惡劣不堪、到處惹火、到處樹
敵、眾人對你敬而遠之......，我們應當反省自己是否出了
甚麼問題？有的話則需要改變。 

  上帝很在意我們怎樣去看待同一天空下、我們所身
處而祂又愛的其他人，特別是我們對於社會上的弱勢社
群、少數族裔、身體有殘缺者、精神病患者、或者我們眼

中的一些「問題」人物。上帝相當在乎我們這班在教會內 

（下頁續） 



 

（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享盡恩典的人，怎樣去愛教會以外那些同樣是上帝所愛
的人！因此，教會必須去憐恤羊圈外的羊：不論他們能否
給予教會任何回報、可能沒有奉獻能力的人、或許他們是

老弱殘兵、衣衫爛褸、行為古怪等。不要忘記！基督就在
你我的中間，祂的雙眼正注視著我們各人如何去對待身
邊的人。 

  愛是有具體行動的，並不是口裡說說就算。上帝對人
的愛既有承諾，也有承擔。沙田堂的小組在過去的日子
裡，不論是甚麼年齡層，都盡力地去實踐聖經的教導，不

單顧自己的事、去愛圈外的羊。因為聖經教導我們：愛是
需要有具體行動，也需要建立在真誠上。愛的具體行動
是：須要作真正對對方有益的事。以上帝的真理、以聖經

的價值觀去思考如何作一些美善的事情在鄰舍身上。早
前教會推出一連串愛鄰舍的行動，不論是以金錢、以禮
物、以抗疫物資等方式，都在表達一件事，在疫情之中，

我們都沒有忘記我們身處的社區的需要。在服侍的過程
中，我們的愛要真誠。我們對別人付出的愛，是要單純的
基於愛，而不是基於一些自私的動機和目的，也不是基於

對方能為自己提供甚麼回饋才去愛對方的。由小組做起，
由各小組組員開始，學習在疫情之中、在非實體崇拜的日
子裡實踐出來。願我們從上帝所領受的一切恩典，懂得如

何去分享和見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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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請關掉隨身響鬧裝置，如手提電話，傳呼機等，讓我們專心敬拜神。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主席 講員 講題 

18-19/7 
網上崇拜 

張大華牧師 宋軍博士 
這事乃出於神 

（代下 10:1-19）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代下 10:1-19 

宣  道                          這事乃出於神 

回  應                         今天祢仍舊說話 

家事分享及祝福                   張大華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家事分享 

1. 承蒙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神學科

副教授宋軍博士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

苦，願主親自報答。 

2. 19/7（今主日）泰南宣教士網上祈禱會（Zoom)， 時間：

下午 5:00-6:00，內容：與宣教士一起祈禱，參加者請聯絡

王桂芳牧師。 

3. 教會各裝備站課程及講座將改以網上視象會議方式進行，

詳情請參閱週刊。 

4. 2020 年竹居台聯合差傳崇拜謹訂於 9/8（日）上午 10:30

改於網上直播；講員：李偉良（石仔）宣教士；講題：興

起新一代的宣教，網上收看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耶和華我的神 

曲、詞：馮鑑邦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所有 

耶和華我的神聖潔榮耀 凡在我裡面的 也要稱頌祂聖名 

耶和華我的神聖潔榮耀 凡在我裡面的 定要高舉祂聖名 

副歌：天離地何等的高 祂的大愛何等浩瀚 

東與西隔多遠 祂叫過犯離我也有多遠 

祂醫治你疾病 赦免你的罪尤 憐憫大愛為你冠冕 

 

宣教的中國 

曲、詞：林和成  詩集：和撒那新歌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有一種愛像那夏蟲永長鳴 春蠶吐絲吐不盡 

有一個聲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 聖靈在前引導我的心 

邁開步伐向耶路撒冷 風霜雪雨意志更堅定 

我要傳揚 傳揚主的名 誓要得勝在神的國度裡 

副歌：我帶著使命向前走 要喚醒沉睡的中國 

縱然流血的時候 我也永遠不回頭 

我帶著異象向前走 要看到宣教的中國 將福音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新耶路撒冷 

曲、詞：曾祥怡 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期待那一天 親眼見祢面 永遠不分離 在新耶路撒冷 

城內有一道生命水的河 黃金的街道有神榮耀光照 

副歌：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親自與我們同在 我們作祂子民 與祂同住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擦去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傷悲 因一切都更新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沒有哭號疼痛 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這是我渴慕 這是我等待 永永遠遠與祢同作王** 

 

今天祢仍舊說話 

曲：周德威  詞：安平  版權屬普世佳音新媒體傳播機構所有 

1.離開的時候 還不知往哪裡去 

試驗來臨 祢甘心獻上唯一 因為這就是信 

就算沒有得著應許的 祢依然歡欣 在這世上寄居客旅 

2.困惑的時候 祢恆心忍耐 面對嘲笑 祢選擇專心致力 因為這就是信 

就是對未來的把握 未見之事的確據 前往更美的家鄉 

副歌：因著信爭戰顯出勇敢 因著信患難生成老練 

因著信軟弱變為剛強 因著信 今天祢仍舊說話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八、十九日 
講員：宋軍博士 
講題：這事乃出於神 
經文：歷代志下 10:1-19 
 

1 羅波安往示劍去，因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劍，要立他作王。2 尼八的兒子
耶羅波安先前躲避所羅門王，逃往埃及，住在那裏。他聽見這事，就從埃及
回來。3 以色列人打發人去請他。他就和以色列眾人來見羅波安，對他說：
4「你父親使我們負重軛、做苦工。現在求你使我們做的苦工、負的重軛輕
鬆些，我們就事奉你。」5 羅波安對他們說：「第三日再來見我吧！」民就
去了。6 羅波安之父所羅門在世的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羅波安
王和他們商議說：「你們給我出個甚麼主意，我好回覆這民。」7 老年人對
他說：「王若恩待這民，使他們喜悅，用好話回覆他們，他們就永遠作王的
僕人。」8 王卻不用老年人給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與他一同長大、在他面
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議，9 說：「這民對我說：『你父親使我們負重軛，求你
使我們輕鬆些。』你們給我出個甚麼主意，我好回覆他們。」10 那同他長大
的少年人說：「這民對王說：『你父親使我們負重軛，求你使我們輕鬆些。』
王要對他們如此說：『我的小拇指比我父親的腰還粗。11 我父親使你們負
重軛，我必使你們負更重的軛；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們，我要用蠍子鞭責打
你們！』」12 耶羅波安和眾百姓遵着羅波安王所說「你們第三日再來見我」
的那話，第三日他們果然來了。13 羅波安王用嚴厲的話回覆他們，不用老
年人所出的主意，14 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對他們說：「我父親使你們
負重軛，我必使你們負更重的軛；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們，我要用蠍子鞭責
打你們！」15 王不肯依從百姓，這事乃出於神，為要應驗耶和華藉示羅人
亞希雅對尼八兒子耶羅波安所說的話。16 以色列眾民見王不依從他們，就
對王說：「我們與大衞有甚麼分兒呢？與耶西的兒子並沒有關涉！以色列人
哪，各回各家去吧！大衞家啊，自己顧自己吧！」於是，以色列眾人都回自
己家裏去了，17 惟獨住在猶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羅波安仍作他們的王。18
羅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哈多蘭往以色列人那裏去，以色列人就用石頭
打死他。羅波安王急忙上車，逃回耶路撒冷去了。19 這樣，以色列人背叛
大衞家，直到今日。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八、十九日 
講題： 這事乃出於神 講員： 宋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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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明白祂的心意，有屬靈的智慧和眼光去看萬事，

特別在現在疫情和社會、政治事件帶來的影響，常在主裡有充足信心，
盼望和愛心，隨著聖靈的指引和帶領，活出教會的召命，經歷主大能和
奇妙的作為！ 

2. 求主幫助我們在主的愛中有行動，由小組做起，由各小組組員開始，學
習在疫情之中、在非實體崇拜的日子裡表達對別人真誠的愛，實踐主的
真理。求主帶領我們從上帝所領受的一切恩典，懂得如何去分享和見證
主愛。 

3. 求主幫助我們明白和經歷上帝臨在我們的生活的各個層面中，無論順或
逆，上帝有祂的主權和帶領！求主賜給我們順服和平安的心！ 

4. 請為同工會於下週三（22/7）商討、綜觀和篩選整個成長圖的事工和落
實成長圖的培訓工作代禱，求主賜智慧和指引！ 

堂委： 
1. 請為李偉禾弟兄代禱，求主保守他家中各人的關係，求主帶領他往後日

子仍能忠心、順服於主！ 
2. 請為方卓雅姊妹代禱，多謝大家為她代禱，她食過一些健康補充

supplement 及戒某些食物後，她手肘的皮膚好多了，求主繼續醫治她，
讓她完全康復！ 

3. 請為黃意君姊妹代禱，疫情反彈，她的工作繼續忙碌，幾乎每天進出隔
離病房，每星期都要跟進肺炎康復者的情況，求主保守她的健康。 

泰南宣教工場： 
求主看顧買地建立國際中學的審批過程，能奇蹟地在 7 月 25 日前可以完
成，求主帶領和成就！ 
肢體： 
1. 請為今年應考 DSE 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賜他們信心和平安的心去面對

放榜的結果，深信主有美好的預備！ 
2. 請為現正懷孕的姊妹代禱，求主保守她們，有健康的身心靈，常存喜樂

的心，有主的平安和保護。求主讓孩子在母腹中健康地成長。求主保守
她們分娩順暢，經歷主奇妙的作為。求主幫助她們的丈夫更懂得體貼太
太的需要，愛護和照顧她們。求主預備他們作父母的心，無論是初為人
父母，或已是父母，都以禱告感恩進入家庭的新轉變，滿有主恩。 

香港： 
1. 香港中學文憑試（DSE）於 22/7（下週三）放榜，求主保守各考生的心

情，賜他們平安的心，無論成績如何，都能有美好的出路，並讓家長能
貼身關顧兒女，能常常鼓勵他們，與他們同行！ 

2. 近來新增的本地確診個案趨升，有不同的群組和地方爆發疫症，求主幫
助政府能作出果斷的政策，圍堵和阻截爆發源頭，並有適切的措施作大
量的檢測（找出隱形病人），檢疫及隔離病人。求主憐憫和幫助香港，
讓疫情快些緩和，讓各行各業的損失可以減輕，並讓政府給予他們有合
適的援助，渡過難關。 

世界： 
在中美角力中，求主的公義和信實在當中運行，上帝仍在掌權！  



 

  



 

2020年第三季裝備中心課程 

黑暗中的盼望：以賽亞書選讀（一） 
六十六章的以賽亞書，曾叫你卻步嗎？＜以賽亞書＞描述彌賽亞的預言比其他舊

約書卷篇幅更多，故被稱為「第五卷福音書」，而先知以賽亞名字的意思是「上主

拯救」。現以選讀形式，選出當中四章，邀請你一起來品讀這卷審視人間幽暗、宣

講上主拯救的福音書。 

導師：路得姑娘 

日期：2-23/8（星期日，共四堂）                 網上報名：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將改為以視像會議方式上課 

要求：課前閱讀相關經文一次 

收費：$100（在職） 

$50（非在職及學生） 

截止日期：26/7（日） 

                                        https://bit.ly/3g6Xmnt 

 

 

 

 

 

                                                 

  

堂數 日期 課堂內容 

1 2/8 第六章：黑暗再黑暗，上主的呼召！ 

2 9/8 第一章：虛偽的敬虔，上主的管教！ 

3 16/8 第五章：群體的欺凌，上主的修剪！ 

4 23/8 第七章：眼見的幫助？一直的同在！ 

啟導同行 

內容：透過一對一的見面，幫助學員找出人生使命，透過與他/她傾談兩個重點 

2F（focus）所關注：生命和事奉，並幫助他/她探索三方面的範圍 

3R：1. Reflection 反思；2. Refocus 對焦；3. Resources 資源提供， 

藉此向著目標實踐主所給的使命。 

導師：王桂芳牧師                                   網上報名： 

日期：8-9月內有 6次的約見 

時間：每次約 1小時 30分，與學員決定 

地點：將改為以視像會議方式上課 

要求：渴慕成長，好想實踐主的使命 

人數：4人（若報名超出這人數，須經甄選） 

收費：$20 

截止日期：26/7（日）                            https://bit.ly/3g5E6H6 
 

 



 

   

ST202 基礎輔導 
本課程將透過小組討論，角色扮演及個案研習的訓練方式，讓參加者掌握助人者

的基本態度，及基本技巧，使之能運用於日常的助人歷程中。 

導師：呂彩嫺宣教師    

日期：22/8-26/9（星期六，共六堂）    

時間：早上 10:00-12:00 

地點：待定   要求：1、凡有心者；2、第一課至第四課務必出席 

人數：14人   費用：$20   截止日期：16/8（日） 

 

               網上報名： 

 

 

 

 

           

         https://bit.ly/2YHArth 
 

日期 課堂內容 

22/8 助人先自助 

29/8 學習聆聽技巧 

5/9 學習反映內容及感受 

12/9 學習提問與澄清 

19/9 實習 

26/9 實習 

 
 
 
 

 

「恐懼陰霾下的抉擇」講座 

借鑑中國教會五十年代不同領袖在政權壓力下的抉擇，思考

有關的挑戰和回應。 

講員：陳智衡博士（建道神學院神學研究部助理教授 / 中國文化研

究系主任 /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日期：取消 26/7(六) 改為只有 2/8（日）一次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將改為以視像會議方式進行 

報名：https://forms.gle/y2vUb6cLGUffSDoK9 

 

 



 

 

 

 

 

 

 

 

 

 

 

 

 

 

 

 

 *竹居台聯合崇拜將改為網上直播，收看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防疫措施 

（2020年 7月 17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近日香港新型肺炎疫症持續在社區爆發，受感染和確診

人數急劇增多，香港特區政府也宣怖加強防疫措施及指

引，包括恢復四人限聚令和強制在公共交通上佩戴口罩

等，因此，經同工們商討和執事們贊同，最後我們決定 25-

26/7，1-2/8 這兩個星期暫停實體崇拜，改為網上崇拜，

小組、會議、講座和裝備站課程等均以視像形式進行，幼

稚園地方也不外借，請大家留意和記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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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7（六，日） 

敬拜：鄭嘉慧宣教師 



 

講道：宋軍博士 

講題：從這日起 

經文：徒 8:1-4 

 

日期：1-2/8（六，日） 

敬拜：鄭詠怡宣教師 

講道：袁海柏執事 

講題：警醒爭戰 

經文：彼前 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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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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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