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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話家常」--社會關懷你、我有責          呂彩嫺宣教師 

  很多信徒都認識《聖經》路加福音十章 25-37 節「好撒

瑪利亞人」的比喻，是源自耶穌與一位律法師的精彩對話，

這位律法師想挑戰耶穌，便問：「老師，我該做甚麼才能得

到永恆的生命？」耶穌反問：「律法書上寫的是什麼？」他

回答：「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全意愛主─你的上帝，又

要愛鄰人，像愛自己一樣。」耶穌對他說：「你答得對，照

這樣做，就可以得到永恆的生命。」於是耶穌用「好撒瑪利

亞人」作個比喻來教導這位律法師，應以行動去憐憫有需要

的人。有些人以這段經文的教導和耶穌的榜樣，論及他在世

時也身體力行地關懷受助者來支持社會關懷，因此信徒是責

無旁貸要承擔社會關懷的義務來見證神。 

  還記得我在大專團契做團長的時候，每季團契內容必定

有社關認識和落實去探訪弱勢社群、基層人仕等…。社會關

懷發展至今，範圍已很廣泛和多元化，不但有微觀的「個人」

關懷，如：探訪和送贈物資給獨居長者、開放教會或社區中

心給無家者避寒、關心隱蔽青年的心靈和前路等…；還有「群

體」關懷，如：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雙失青年、性工作 

（下頁續） 



 

（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者、失業工人、「N 無人士」，以及某些地區的家庭和婦女

等…；另外，社關也有宏觀的「制度」改革，向政府提出政

策建議，改善貧窮人生活，建議最低工時和工資的立法、增

加長者生果金、生活津貼和綜援金額、制定官方貧窮線等…。 

  感謝神！神感動不同的社會機構，以不同的行動來關心

社會，又感動宗教群體和信徒，關心不同人仕的心靈需要，

將愛和人間的溫暖帶給他們，但面對龐大的社關需要，現在

所做的只是冰山一角，若香港人能打破冷漠，關心身邊的長

者、街上的無家者等，而形成一種關愛文化，基督徒更可以

將耶穌基督的大愛傳送到不同需要的群體，又將耶穌基督的

捨己精神和憐憫人的心成為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多關心身邊

的鄰舍，成為真正的好鄰舍，全心、全情、全力、全意去愛

鄰舍，像愛自己一樣。社會關懷不應只是小部份願意當義工

的責任，更是每個基督徒，每個香港人的共同責任。若由超

過三十萬的居港基督徒先行動，我深信必定能感染社會各階

層人仕來跟隨，並且也會影響政府去訂立制度，這才能加強

民主社會的道德及公民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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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8 
網上崇拜 

鄭詠怡宣教師 郭文池牧師 
耶穌傳道的榜樣 

（太 9:35-38）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太 9:35-38 

宣  道                     耶穌傳道的榜樣 

回  應                         差遣我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家事分享 

1. 承蒙播道神學院院長郭文池牧師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

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2. 28/8(週五）教會網上祈禱會：晚上 9:00-10:15，誠邀弟兄姊

妹參加，一起為教會、香港和神國度禱告。 

3. 本堂呼籲和鼓勵弟兄姊妹為今次黎巴嫩大爆炸後的救災作

奉獻（捐款），請透過網上將奉獻（捐款）捐給宣明會或施

達基金會有關專款內。(網址請看週刊內頁) 



 

敬拜詩歌 
 

那在我裡面的 

詩集：傳耶穌 4，11 

1. 因此我揚聲歡呼歌唱 聖靈住在我心 

永活真神基督已得勝 我們靠祂一同得勝 

2.死亡陰間罪惡的權勢 粉碎在祂腳前 

榮耀尊貴的君王耶穌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因那在我裡面的 比那在世界的更大 

因那在我裡面的 比那在世界的更大* 

 

唯有耶穌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祢能使瞎眼看見 耶穌祢能醫治傷心人 

耶穌祢有權柄釋放 叫不可能變為可能 

副歌：唯有耶穌掌管天地萬有 唯有耶穌能使水變成酒 

叫狂風巨浪平息 大能赦罪行神蹟 耶穌無人與祢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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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遣我 

曲、詞：周巽倩 中文譯：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生命 帶希望入人群中 

主告訴我如何付上我的關懷 將溫暖帶入世界 

*我看到靈魂中的憂傷 孤獨中人的心在角落顫抖* 

副歌：差遣我 差遣我 我願付出我所有 差遣我到需要祢的人群中 

充滿我 充滿我 用祢愛來充滿我 再一次緊握他們的手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講員：郭文池牧師 

講題：耶穌傳道的榜樣 

經文：馬太福音 9:35-38 

35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

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36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

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37 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

少。 

38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

他的莊稼。」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講題： 耶穌傳道的榜樣 講員： 郭文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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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教會，在疫情和社會運動中，更多禱告尋求神，明白

主的旨意，建立神的國度，靠著主賜的信心、智慧和能力，作成
上帝的工作，彰顯主的榮耀！ 

2. 求主賜福教會能夠按著主真理實踐，建立與神與人的關係，並能
夠無私的分享，經歷耶和華以勒，主必預備！ 

3. 求主幫助教會建立家人的關係，弟兄姊妹能夠堅持到底，彼此聯
繫，相愛同行，實踐主道，彼此激勵，經歷主的帶領和同在！ 

4. 求聖靈充滿弟兄姊妹，領受主的異象，發揮主給的熱忱，主的恩
賜、才幹和經驗，彼此配搭，建立教會和主的國度！ 

5. 求主激勵弟兄姊妹更多禱告尋求主，經歷主的醫治、安慰和釋
放，生命更新！更多與家人、弟兄姊妹一起禱告，為個人生命、
家庭、職場、校園、社會、世界和神的國度祈禱，經歷主的大能
和恩典！ 

執事： 
請為莫苑萍執事代禱，奉主名宣告及祝福她的身體、健康、心靈、
事奉和工作都屬於上帝，並邀請祂掌權作王。 
肢體： 
請為沙勉區麥韻梅姊妹代禱，她很疲累和不舒服，但找不到原因，
雙腳脫皮，左腳和左手腫痛，夜晚難入睡，日間要睡，卻未能驅除
疲累。求主施恩憐憫她，醫治她，賜她健康的身心靈，救她脫離現
況和困擾。哈利路亞讚美主！一切祈禱交托主！ 
香港： 
1. 憐憫香港的主上帝，祢是知道我們在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壓

力和憂慮，求主安慰我們，賜我們平安，身心靈強健及愛惜生命，
並大有心力，能夠渡過這困難和幽谷，叫香港社會和市民們都得
享主福。 

2. 求主幫助政府和市民們同心地防疫和抗疫戰勝這疫情，靠主得
力，經歷主的恩典！ 

世界： 
感謝恩主，在最黑暗的時候，祢為以、巴開啟－線曙光。最近，藉
着科技的合作項目，奇妙的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年輕人拉近。他
們不僅共同學習新的技能，並參與彼此衝突解決方案的討論。 
「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切過錯。」(箴十 12)願主的智慧、話
語，終能改變世界爭鬥不休的格局。  



 

  



 

 
 
 
 
 
 
 
 
 
 
 
 
 
 
 
 
 
 
 
 
 

 

黎巴嫩大爆炸後的救災（捐款） 

本堂呼籲和鼓勵弟兄姊妹為今次黎巴嫩大爆炸後的救災作奉
獻（捐款），請透過網上將奉獻（捐款）捐給宣明會或施達
基金會有關專款內。 

 

宣明會捐款網站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our-work/Beirut-Explosion-Crisis-Response 

 

施達基金會捐款網站 

https://link.cedarfund.org/donate-now  

（於「特定捐款計劃」選擇「黎巴嫩大爆炸人道救援」)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our-work/Beirut-Explosion-Crisis-Response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防疫措施 

（2020年 8月 7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近日香港新型肺炎疫情仍然肆虐，每日確診和感染人數

眾多，香港特區政府不斷呼籲民眾盡量少外出，避免感染

病毒，並加強防疫措施和人群聚集限制。同工會經過商討

後，也得到執事們的贊同，決定於 2020 年 8 月 9 日至

30 日的崇拜仍然維持網上崇拜，而所有小組和牧區的實

體聚會和活動仍然暫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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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020（日） 

2020 年竹居台聯合差傳網上崇拜 

時間：早上 10：15 

敬拜：天約堂敬拜隊 

講道：李偉良（石仔）宣教士 

講題：興起新一代的宣教 

經文：可 8:34-35；9:1 

 

日期：15-16/8/2020（六，日） 

敬拜：呂彩嫺宣教師 

講道：佘健誠牧師 

講題：末世信徒 

經文：彼前 3:8-17 

 

日期：22-23/8/2020（六，日） 

敬拜：鄭詠怡宣教師 

講道：郭文池牧師 （播道神學院院長） 

講題：耶穌傳道的榜樣 

經文：太 9:35-38 

 



 

日期：29-30/8/2020（六，日） 

敬拜：鄭嘉慧宣教師 

講道：謝駿麒宣教師 

講題：末後世代 

經文：帖後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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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