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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過得特別漫長…              詹志誠宣教師 

  繁忙的城市中，長者常被看為沒有生產力或消耗社會資源

的一群。我感到這話欠缺尊重，並且難於認同。作為基督徒，

今天的我相信有些東西比生產力及社會資源更為寶貴。記得初

到沙田堂服事，第一次到訪周日早堂，在台上帶敬拜的弟兄讚

賞在場的長者，他們活潑熱誠地和主內肢體交通及互相代求，

他們讓弟兄想起在少年區聚會時與主一起的那份單純、互相守

望及關係緊扣等等的經歴。這分享使我想起，當年我進入職場，

為要認識這個世界，所謂要曉得遊戲規則，在職場上才能進可

攻退可守，因此我百分百投入了我當時做城市規劃的工作，在

業務上所謂之規劃，乃是一個平衡社會資源及計劃如何落實分

配的過程，當中涉及複雜的計算，並要靈活地討好各方的持份

者，讓規劃項目能順利實現。初時這工作滿足了我自視的心，

就此我有段時間遠離了神，看見的是自己雙手所能做的事。 但

那時習慣了依計行事的我，慢慢感到生命虛空非常，生命就是

這樣由自己把握及向自己負責而已？若然生命的豐富就只是

源於一連串妥善的計算，最後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我迷失

了，人能把握的又有多少呢？那時生活中我看不見神的同在，

生命變得內耗自負。 

  當人走到最後，人看見最不可少的，究竟是什麼呢？長者

前輩每每就是我們最有力的模範，叫我們知道人生最寶貴是什

麼。 路加福音二章 25-38 節記載了初生的小耶穌要到耶路撒

冷，因祂是頭生長子，為要成全律法，就到聖殿被獻與上帝（參：

23 節）。到了聖殿，經文就介紹了兩位要與小耶穌相遇的長者 

（下頁續） 



 

（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西面和亞拿。當時社會和現在有些相似，神的子民等候救主

或說等候主施行拯救已一段很長的時間了，神的子民遭外人管

轄，要敬拜神及行上帝的道，卻有不同之干預，甚至是壓迫。 

雖是看來危機處處，活在罪惡氾濫之中，不少信徒選擇見證真

理，在患難中堅定前行，持守盼望。上帝是施恩憐憫的，西面

和亞拿看來是老弱信徒，但他們的生命滿有神的厚恩及屬靈的

能力，他們一生無悔，全因與主相遇，深明主真的臨在，救恩

確是早已預備。 從經文了解到，這又公義又虔誠的拉比─西

面，在臨終前仍敏感聖靈，並時刻渴慕真光的來臨，雖在有生

之年，他亦未能得見以色列國的復興，但他的信靠仰望讓他見

到以馬內利的主，祂確要與人同行，無計算地/無條件地和我們

同甘共苦，因主的臨在，西面得到一份全然的釋放及自由（參：

26 節），這豈不是生命中我們所渴慕的豐盛呢？！而看寡婦─

亞拿，她一生看來亳不精彩，甚至苦不堪言，但因她立志於神

的殿中委身事奉上帝，她對主的盼望，及當遇見主時，那份感

恩稱謝，繼而與眾人分享這救贖大恩的見證，互相勉勵（參：

38 節），叫我們明白何謂人生苦短、主愛長存的那份真實。 

  過去一年過得特別漫長，但當我每次到周日早堂，再遇不

少今天的西面和亞拿，我再次被告知；人在生命中能計算的或

要掌握的，卻是過眼雲煙，但求主時刻的同在及同行，並求聖

靈使我們看見主已為我們預備恩典之路，讓我們在祂的國和義

中一步一步，見證主的愛在我們生命中，這是無價之寶，能力

之源，叫我們無不感恩稱謝，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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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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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奮區) 鄭嘉慧宣教師(沙少區)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沙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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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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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6/7 
網上崇拜 

鄭嘉慧宣教師 宋軍博士 
從這日起 

（徒 8:1-4）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徒 8:1-4 

宣  道                            從這日起 

回  應                            信實神 

家事分享及祝福                 鄭嘉慧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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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1/7（六至五）謝駿麒宣教師放大假，請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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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溫馨提示：網上奉獻完成轉賬後，請於 7 天內電郵或 whatsapp 通
知教會，如教會沒有收到通知，會以無名氏入賬作經常費，詳情
請到以下網址查閱：https://bit.ly/stcdonation。 

6. 沙田堂 App(iOS 及 Android)暫停使用，崇拜週刊等資訊可瀏覽沙
田堂網站：https://www.cccstc.org 

https://bit.ly/stcdonation


 

敬拜詩歌 
 

得釋放 

那裡有主的聖靈 那裡就有自由 

那裡有主的聖靈 就有生命 因我活著是單靠聖靈的能力 

那裡有主的聖靈 我得釋放 得釋放 得釋放 耶穌寶血拯救我 

因我活著是單靠聖靈的能力 那裡有主的聖靈 我得釋放 

 

全地宣告 

1.全地宣告 榮耀復活救世主 祢是配得 救世主耶穌榮美 

2.我要宣告 榮耀復活救世主 被殺羔羊 世人得與神和好 

副歌：祢是永永遠遠 在寶座上羔羊 

歡欣跪拜我主 我只想敬拜祢 

 

主祢本為大 

詩集：傳耶穌 2，21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主祢本為大 當受極大讚美 在我們神至聖城中 願全地都喜樂 

主在祢裏面我們已有權柄 能戰勝黑暗眾仇敵 今向祢來敬拜 

副歌：主我們高舉祢至聖尊名 

主我們何等感謝 因祢為我成就大事 

主我們信靠祢無比大愛 主惟有祢是永遠上帝 

祢聖名在天地之上 

 

擁戴祂為王 

詩集：和撒那新歌，98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擁戴祂為王 擁戴祂為主 奇妙神 安慰師 全能真神 

以馬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 祂要掌權到永遠 祂要掌權到永遠 

 

信實神 

詩集：和撒那新歌，47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信實神永不改變 永恆神是平安磐石 萬有主我要倚靠祢 

我向祢呼求 一次再一次 我向祢呼求 一次再一次 

當我困苦 祢是我磐石 當我跌倒 祢興起我 

風浪之中 祢愛是我倚靠 祢是我所有盼望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講員：宋軍博士 

講題：從這日起 

經文：使徒行傳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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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講題： 從這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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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和社會事件中，更多禱告尋求神，明白主的旨

意，靠著主賜的信心、智慧和能力作成主的工，彰顯主的榮耀！ 

2. 禱告記念沙綠區中的新生嬰孩及各父母肢體，亦有近月兩位將臨盆的媽

媽，求主保守她們的身心靈，在疫情及動盪的日子滿有平安的靈及恩典

在嬰孩及各爸媽的心中，施恩保守、以馬內利。 

3. 禱告記念沙 8 區及沙奮區弟兄姊妹在疫情中的工作，請記念醫護工作環

境風險高、社會忙著處理預防的工作或處理活動暫停後行政安排、還有

其他因為疫情令到工作難度增加的。求天父給他們每一天先被祢的話語

充滿，面對眼前挑戰有力迎難而上，給他們找到空間藉由主的話語可以

從緊張工作中回到天父裏面重新休息和得力。 

4. 禱告記念疫情期間，沙苗區一直未能恢復聚會，求主保守小朋友信靠天

父的心。 

5. 26/7（日）下午 2 時將在網上舉行沙苗區升中的暑期活動，有 10 位信

二代的少年人參加，並有 17 位沙少區弟兄姊妹們籌劃活動內容，求主

使用各人能祝福出席的少年人，同時也願主透過整個活動祝福沙苗區和

沙少區的事奉者。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的身體健康免被疫情感染代禱，因他所住的大廈已有四

人確診，求主保護他與太太，出入安全。 

2. 請為張大華牧師代禱，求主賜香港更多平安，讓他尋見神的心意。 

3.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聖靈充滿和指引她，按著主的旨意服侍，並更

多親近主經歷主的同在！求主醫治保護爸媽的身體健康和平安，更多信

靠主，經歷主的恩典！ 

肢體：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在所處的屋苑/屋邨和樓層中有確診的居民時，能更多禱

告，經歷主的平安和保護，身心靈健壯！ 

香港： 

1. 求主祝福保護香港在面對疫情嚴峻，確診地域和人數增多時，能靠著主

的能力面對，勝過一切的懼怕和憂慮！ 

2. 求主賜智慧予政府作果斷的決策，遏止邊境的外傳和本地隱形病人於社

區流動，堵截病毒的傳播鍊，疫情得以緩和和減退！求主幫助香港居民

同心合力去防疫和抗疫，盡量留在家中！ 

3. 求主保護和鞏固醫療系統正常運作，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的資源。求主

保護看顧醫護人員和前線工作者有主的平安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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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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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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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報名：26/7（今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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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