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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門徒                                      佘健誠牧師 

  聖經說：「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他轉過來對他們說：人到我這裡
來，若不愛我勝過愛（愛我勝過愛：原文是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
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
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
能蓋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這個
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
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嗎？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
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這樣，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鹽本是好的；鹽若失了味，可用什麼叫他再鹹呢？或
用在田裡，或堆在糞裡，都不合式，只好丟在外面。有耳可聽的，就應當
聽！」（路十四 25-35）相信這段經文作為信徒的你，應該十分熟識，是
主耶穌要求作主門徒的人應付出的代價。而這段經文是發生於主耶穌傳道
事工末段的時期，當時主耶穌與法利賽人的衝突有增無減，越來越厲害和
劇烈，他們時常故意來試誘和攻擊主耶穌，再者，路十四 1 至十七 10 是
一個完整單元，都是記載主耶穌到達耶路撒冷之前所發生的事情，表示主
耶穌將要到達祂傳道路程最後一站，祂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是要完成救贖的
使命，為世人的罪釘在十字架上，拯救全人類。 

  經文開始時描述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這情況沒有令主耶穌感到高
興快樂，反而祂轉過來對這班同行者，講出一番很苛刻的說話，就是作為
祂的跟隨者（作主門徒）必須要付上極重的代價，否則，就不能活出門徒
的本質或失去門徒的功能，正如鹽若失了鹹味，就沒有其用處，只好丟在
外面，同樣，作主門徒的人，若不付上主耶穌所講的極重代價，也是一無
是處，不會被上主使用，他們的人生就白白浪費了。 

  主耶穌要求作主門徒必須付上兩個極重的代價，第一，「愛主勝過愛
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路十四
26）其意思不是叫門徒不愛自己的父母、家人和自己的性命，而是最愛主
耶穌，以主耶穌為生命首要，可以為了主耶穌甚至犧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
不辭，而這「愛我勝過愛」原文是「恨」，即「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
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路十四 26）這「恨」不是指
情緒的「憎恨」，原文語意範圍很廣，包括撇下、放棄、捨棄的意思。即
是說為了上主，有時會把家人和自己的好處或利益放下，以上主為優先或
首；第二，「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主」（路十四 27），「十字架」是當時 

（下頁續） 



 

（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羅馬帝國的死刑，背十字架是描述一個被判死刑的犯人，在受處決的那一
天，背著自己的刑具，蒙羞地被領到刑場去，接受死刑。當時聽見耶穌說
這話的人都會明白這話的意思，他們會知道十字架並不是指什麼重擔，而
是將人處死的刑具，也是被淩辱的標號。最後，主耶穌在路十四 33 補充
一句說：「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故此，作主門徒必須要為上主付上以上這兩種極重的代價，否則，我們不
能一直跟隨上主到底，會中途遭到苦難、逼迫、困難或不同原因而後退和
放棄，因為這條跟隨上主之路（成聖之路）是十分艱巨和困難。其實不論
是舊約或新約，上主對祂子民的要求是十分之高，因為沒有這麼高的要求，
神的子民難於在這世代活出信仰和見證上主。 

  當主耶穌發出這個挑戰後，隨即講出兩個比喻，就是「蓋樓的比喻」
和「打仗的比喻」，這兩個比喻都是取材猶太的智慧的傳統，這兩個比喻
在批判世間一般人行事的準規。傳統的解釋認為這兩個比喻是要教導人先
「計算花費和代價」才來跟隨耶穌，但這個看法有一個疑問，就是「作主
門徒」是否有選擇的權利嗎？若門徒經過計算之後，不願意付上這個極重
的代價，是否可以選擇不作主的門徒，只作主的信徒？這與主耶穌一貫教
訓有違，因為在主耶穌眼中，沒有這樣分類，凡屬上主的子民，就必須跟
隨主耶穌，作主門徒。而現代聖經學者認為這兩個比喻的主旨是鼓勵那些
跟隨耶穌的人要單單信靠祂，因為上主必要成就祂手中的工作，另外，這
兩個比喻亦可能有諷刺之意味，既然人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完成艱巨的工
作，就唯有倚靠那位能成就大事的上帝。的確，單靠計算和自己的能力，
我們無法達到這個的要求，只有憑信心依靠神，方能作主門徒，正如主耶
穌曾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太十九 26）使徒保羅又
說：「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四 13） 

  面對今時今日的香港，充滿各樣困難和問題，「作主門徒」更顯得重
要和挑戰，否則，我們的信仰不能站立得穩，被這個社會洪流吞噬。緊記
主耶穌在這段經文最後兩節的提醒：「鹽本是好的；鹽若失了味，可用什
麼叫他再鹹呢？或用在田裡，或堆在糞裡，都不合式，只好丟在外面。有
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路十四 34-35）盼望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
成為真正的門徒，能在生命中發揮門徒的本質，「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
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
明光照耀。」（腓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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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值同工 

14/11 

午堂 
陳上言 

鄭詠怡 

宣教師 

我想永不失腳 

(彼後 1:1-11) 

詹志誠 

謝駿麒 

晚堂 曾榮燊 
呂彩嫺 

鄭嘉慧 

15/11 

早堂 
李偉禾 

詹志誠 

宣教師 

持守使命、敬主離惡 

(彼後 1:3-4、 

箴 9:10、伯 28:28) 

呂彩嫺 

謝駿麒 

午堂 鄭嘉慧 
黃慧貞 

鄭詠怡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彼後 1:1-11 / 彼後 1:3-4、箴 9:10、伯 28:28 

宣  道                    我想永不失腳 / 持守使命、敬主離惡 

奉  獻                          榮耀的呼召 / 我要順服 

家事分享及祝福    張大華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家事分享 

1. 歡迎第一次參加我們崇拜的朋友，祝願你能在我們當中投入
參與，蒙上帝的呼召與我們一同追尋真理，活出信仰生活。 

2. 2020 年 10 月徵信錄可於週刊內及教會網站的小組錦囊內查
閱。 

3. 2021 年度堂委選舉的選票已於上週六、日派發，其餘亦已於
星期一寄出，請各會友經禱告後選出合適的堂委。 

4. 22/11(下主日)下午 2:00於幼稚園親子室舉行堂委會，請各位
同工、執事及堂委準時出席，共商聖工。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Worthy 配得 
曲、詞：Steven Furtick, Chris Brown, Mack Brock  中文譯：HWPAP 萬民敬拜禱告中心  版權屬 Elevation Worship所有 

 
Worthy is Your name, Jesus 

You deserve the praise 
Worthy is Your name 

Worthy is Your name, Jesus 
You deserve the praise 
Worthy is Your name 

祢的名配得 耶穌 
配受大讚美 
祢的名配得 

祢的名配得 耶穌 
配受大讚美 
祢的名配得 

 
何等榮美的名 

曲、詞：Ben Fielding & Brooke Ligertwood  中文翻：約書亞樂團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 祢就是太初神的道 至高主與神同在 
在造物中隱藏祢榮耀 今顯明在基督裡 

副歌 1：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我王耶穌基督聖名 
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無一事物相比 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耶穌的聖名 

2. 為了與我們同享天堂 祢帶著天國降臨 
我罪雖重 但祢愛更深 我們永遠不分離 

副歌 2：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我王耶穌基督聖名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無一事物相比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耶穌的聖名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耶穌的聖名 
*死困不住祢 幔子已挪去 罪和陰間屈服於祢 與天堂歡慶 祢榮耀顯明 
死裡復活祢得勝利 祢無所匹敵 祢無人相比 耶穌掌權直到永遠 

國度屬於祢 榮耀屬於祢 超乎一切我主聖名 
副歌 3：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我王耶穌基督聖名 
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無一事物相比 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耶穌的聖名 

 
跟祢見面 

曲、詞：Steven Furtick, Chris Brown, Amy Corbett  中文譯：Room 5  版權屬 Elevation Worship所有 

1. 已不可改寫我最初 未知的明天怎可掌控 
但我的主賜下同在 在此刻祢的應許覆蓋 

2. 每當經過死陰幽谷 讓祢愛挪走一切驚怕 
像我影必歸與這光 在我軟弱中登上寶座 
副歌：求祢的風填滿心中 我只想跟祢見面 
全我所需是祢應許 我只想跟祢見面 

*祢同在全地 祢從不捨棄 神此刻於這裡 神此刻於這裡 
聖靈請降下 我靈必甦醒 神此刻於這裡 神此刻於這裡 

 
榮耀的呼召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作主聖潔貴重的器皿 
祢豐富恩惠必充足澆灌我 使我瓦器裡充滿莫大能力 
副歌：高舉雙手讚美祢我主 全心全人都給祢耶穌 
一生意義 活出榮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著標竿直跑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每一天我需要祢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讓我坦然無懼來到施恩座前 用心靈誠實尋求祢 

親愛的天父 我何等地需要祢 需要更多祢的同在 在我生命 

*每一天 我需要祢 祢話語如甘霖 每時刻 我需要祢 聖靈如雨降臨* 

副歌：這是我的禱告 願我生命單單歸榮耀給祢 耶穌 

這是我的呼求 每天都更愛祢 永不失去起初愛祢的心 

 

耶穌願祢為王 

曲、詞：Paul Kyle 中文譯：陸澤田 

耶穌 願祢為王 我們宣揚祢是王 站立在我們當中 我們用讚美高舉祢 

我們的敬拜作祢居所 我們的敬拜作祢居所 

我們的敬拜作祢居所 主耶穌來取祢的居所 

 

耶和華尼西 

曲、詞：李漫渟  版權屬青少年禱告之家/原始和聲所有 

1. 祢說勝敗全在乎祢 不靠刀槍和銅戟 

祢應許我口出的歌聲能驅走黑暗 教我依靠聖靈 

2. 祢揀選我並無後悔 稱我大能的戰士 

當日祢領百姓出曠野也必領我走過 大衛的主仍與我同在 

副歌：我或向左或右 我必聽見後有聲音說 這是正路 要行在其間 

我或向左或右 祢的恩惠似雨覆蓋我 就像晝夜照常輪轉 祢如此臨近我 

*我在活人之地必得見祢恩惠 祢是耶和華尼西 祢必作王 

我在活人之地必得見祢恩惠 祢是耶和華尼西 永永遠遠* 

 

榮耀的呼召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作主聖潔貴重的器皿 

祢豐富恩惠必充足澆灌我 使我瓦器裡充滿莫大能力 

副歌：高舉雙手讚美祢我主 全心全人都給祢耶穌 

一生意義 活出榮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著標竿直跑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祝福 

曲：Kari Jobe, Cody Carnes  中文譯：FRCC Music 

主祝福你 保護你 使祂的臉光照你 賜恩典給你 祂仰臉眷顧你 賜平安給你 
副歌：A-men A-men Amen 

*願祂恩寵在你身上 祂的慈愛直到千代 
在你家庭和你兒女 和他後代 直到萬代* 
**願祂同在為你開路 作你後盾 在你左右 
四圍環繞 在你裡面 祂不離開 與你同在 
或在清晨或在夜裡 或是你出或是你入 
或是流淚或是歡喜 祂幫助你 祂幫助你** 

 
永活耶穌 

曲、詞：馮鑑邦、高思敏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所有 

感謝主祢捨身加略山 十架上彰顯救恩厚愛 
仰望寶架發出的光輝 我舉起手單單敬拜 

副歌：耶穌 祢拯救贖我靈魂 耶穌 祢犧牲我得自由 
我主永活 滿有權能 我主永活 賜我新生 配得榮耀 頌讚都歸予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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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祢的話 

曲、詞：夏昊霝  版權屬愛敬拜所有 

願祢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我願順服仰望 
願祢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因祢是我的王 

副歌：願祢的靈 照祢應許 降臨在這裡 至高神的能力覆庇這地 
我深相信 祢的話語滿有能力 我願意 降服祢 照祢的話而行 

**使我因祢話語 成為蒙恩的兒女 因祢的靈與我同行 
祢話語的能力 如今充滿在我心 使我心得堅立** 

 
我要順服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基督是至寶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榮耀 一生都跟隨快跑 
副歌：我要順服 因為我愛祢 無論何處到哪裡都忠心 
世界萬物 都丟棄看作糞土 為要得著耶穌基督 
我要順服 因為我愛祢 無論何處到哪裡都忠心 
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託付 獻給耶穌我所有的全部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頌讚全能上帝 

曲、詞：馮鑑邦、高思敏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所有 

清風輕吹 天空掛著耀眼太陽 山嶺滄海 屈膝俯拜大地發響 

遍地鳥語花香 蝶起舞舞影雙雙 看著細想 從內裏欣賞 

心中感恩不止息 全地和應頌揚 凡有氣息歡呼拍掌 

副歌：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 是祢恩手創造掌管一切 

漫天星宿是祢作為 不可猜測估計 神獨有智慧要彰顯萬世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 萬有諸天說述祢的恩惠 

地與深海同拍和 山嶺吶喊呼應 神大愛共永 地與天同共證 

 

祢同在裡 

曲：Robert & Lea Sutanto  中文譯：甄燕鳴 & Simon Chung  版權屬恢復粵語詩歌敬拜文化運動所有 

主 今於祢同在裡 進入榮耀聖所 屈膝仰望祢面 

心 深處全情吶喊 渴慕留在祢的身旁 唯祢使我嚮往 

副歌：現放聲稱揚 敬拜歸祢 讓我舉手高歌獻讚頌 

在祢光輝中 雲彩般圍住 願降服盡心跪拜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曲、詞：方文聰  編: Philia Yuen  版權屬Worship Nations X 玻璃海樂團所有 

1.主 祢是我亮光 是我生命的保障 主 祢是尊貴 祢是可畏 是我的高臺 

2.主 祢是我牧者 是我生命的安慰 主 祢是拯救 祢是寬恕 是我的盾牌 

*抬頭吧 別再被勞役 降服吧 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獲釋放 祢國要彰顯* 

副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 

我要不惜一切順服祢訓示 盡情地獻上作活祭 

 

我要順服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基督是至寶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榮耀 一生都跟隨快跑 

副歌：我要順服 因為我愛祢 無論何處到哪裡都忠心 

世界萬物 都丟棄看作糞土 為要得著耶穌基督 

我要順服 因為我愛祢 無論何處到哪裡都忠心 

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託付 獻給耶穌我所有的全部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四日（週六午堂、週六晚堂） 
講員：鄭詠怡宣教師 
講題：我想永不失腳 
經文：彼得後書 1:1-11 

1 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寫信給那因我們的神和

救主耶穌基督之義，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2 願恩惠、

平安因你們認識神和我們主耶穌，多多地加給你們！3 神的神

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

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4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

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

神的性情有分。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6 有了知識，又要

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

敬；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

要加上愛眾人的心。8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

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9 人

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

經得了潔淨。10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

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11 這樣，

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四日（週六午堂、週六晚堂） 
講題： 我想永不失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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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五日（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員：詹志誠宣教師 
講題：持守使命、敬主離惡 

經文：彼得後書 1:3-4、箴言 9:10、約伯記 28:28 (和合本修訂版) 

彼得後書 1 章 
3 神的神能已把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因我們認
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神。4 因此，他已把又寶貴又
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使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
得分享神的本性。 
 
箴言 9 章 
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約伯記 28 章 
28 他對人說：『看哪，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事就是聰明。』 
 
大綱： 
引言：人生最終是遺憾還是美好? 使命人生在於… 
1. 敬畏上帝的大能(彼後 1:3、箴 9:10) 
2. 離惡走進神國中(彼後 1:4、伯 28:28) 
 
結語：“信靠順服” 讓我更深體會祢的愛，讓我有能力承擔使命。 
 
反思及禱告： 
1. 敬畏神讓你知曉自己的身份角色，專心傾聽神的心意，預備好你的

本質來領受使命。但我們真時刻有敬畏祂的心嗎？ 
2. 可否堅定仰望十架的榮耀？蒙父神的大愛勇敢前行，見證主在您

我生命中活著，求主加力施恩。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五日（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題： 持守使命、敬主離惡 講員： 詹志誠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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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復興教會，開啟我們屬靈的眼目，提升我們屬靈的能力，洞察

在這末後的日子裡，當作什麼來回應上帝的心意和呼召！求主賜我
們信心和勇氣去完成！ 

2. 求聖靈充滿弟兄姊妹，常有禱告的心，隨時隨地多方禱告，經歷主
的大能和同在，成為神蹟的器皿！ 

3. 請為堂委會會議(22/11)代禱，求主賜智慧和指引堂委們，按著主的
旨意去商議和決定，作成主的工！ 

4. 請禱告記念各牧區有幼兒的家長，求主賜他們智慧去妥善安排子女
在家視像學習，求主保守孩童能適應和投入這學習，並能早日返回
校園上課！ 

5.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各小組組員的生命，能深深被主耶穌的愛激勵，
願主預備各人的生命，在這世代中，能在自己的崗位上熱情地、勇
敢地作美好的見証，每天都有足夠的韌力和堅持活出天國的價值觀。 

6. 請禱告記念堂委選舉過程順利，求主幫助會友選出合神心意的堂委，
並為他們禱告守望！求主帶領堂委中的區長代表能夠有足夠人數。 

7. 請為沙田堂聘請宣教師和福音幹事禱告，求主預備合適的同工，一
起同心服侍。 

8. 請為博康幼稚園代禱：1. 保守員工有健康的身體和智慧，處理多變
的政策、濃縮的課程及用心照顧幼兒。2. 保守在學的幼兒，免受病
菌的感染。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的雙腳繼續康復禱告，求主繼續醫治和保守。 
2. 請為張大華牧師代禱，求主賜與他能力，引導前路。 
3. 請為王桂芳牧師的媽媽(何麗京女士)代禱，她於上週日在家跌倒，因

股骨裂，而入院留醫，已做手術，現已開始做物理治療，待身體安
穩後，就轉到康復院復健，求主保守她有好的康復，在復健的路上，
身心靈健壯，滿有主的平安和恩典，專一信靠主！ 

4. 請為黃慧貞宣教師的爸爸代禱，感謝主他上周已經出院回老人院休
養，求主保守他有平安及適應。 

香港： 
隨着今年香港的政局變動，新一輪的移民離港潮漸趨浮現，加上疫情反
覆，香港社會未來所面對的挑戰非常巨大。教會的牧養責任，無論在堂
內或堂外，在香港或海外，均會繼續增加。求主教導和引領一眾僕人（包
括教牧及信徒），無論身在何處，都能在禱告中認清一己實況與召命，
堅守信仰，繼續緊緊跟隨上主的腳蹤。   



 

 
                                                                                                                                                     

   



 

2020年第四季裝備中心課程  
TH101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鄭詠怡宣教師、謝駿麒宣教師    本週截止  
日期：18/11/2020 至 20/1/2021 (逢週三晚)  
時間/地點：Zoom網上教學 晚上 8:30-10:15  
或石門辦公室 (實體教學)晚上 8:00-9:45 (視乎疫情)      
對象：凡擬申請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費用：免費           截止日期：15/11(今主日)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1 18/11 佘健誠 認識教會（中華基督教會）  

2 25/11 佘健誠 認識聖禮  

3 2/12 鄭詠怡 認識天父  

4 9/12 鄭詠怡 認識耶穌 交得救見證 

5 16/12 謝駿麒 認識聖靈  

6 23/12 謝駿麒 認識聖經  

7 30/12 鄭詠怡 認識救恩  

8 6/1 鄭詠怡 成聖之路  

9 13/1 謝駿麒 事奉與奉獻  

10 20/1 謝駿麒 佈道與宣教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2021年 5月 23日 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及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                          網上報名： 
4. 必須經組長確認資格及推薦，若沒有小組者， 

亦需得牧者確認資格及推薦。 
課程目標： 
1. 認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主要以＜使徒信經＞內容為藍本） 
2. 認識信徒的本份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堂授課時間：1小時 45分鐘） 
2. 出席率不得少於 80%(可於下期洗禮班補課）       https://bit.ly/33YkiAU 
3. 於第四堂交個人得救見證；背誦＜使徒信經＞（課程完結前） 
4. 轉會者必須參加認識教會和認識聖禮這兩堂，其餘可自由參加。 

 

嬰孩洗禮 
若有肢體想在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中，                 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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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0年 12月 6日(日)    時間：下午 2時-3時 
地點：Zoom網上教學     截止日期：29/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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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362AAvq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21年度堂委候選人簡介 

2021年度堂委選舉的候選人包括：劉子麒、羅偉成、謝瑋晏，請各會友禱告

後選出合適的堂委，今年因疫情關係，投票方法將增加電郵或 whatsapp渠道

交選票，選票上的號碼只用作避免重覆投票，不作任何記錄，辦公室列印選

票並回覆你收到後，將會把電郵及 whatsapp記錄刪除。 
 

會友可選擇以下的其中一項投票方法，請留意截止時間，逾時投票作廢票論： 

 實體崇拜投票 

投票時間由 7/11 開始至 29/11 中午 12 時截止，請於參加實體崇拜時，將選票

放入投票箱。 

 電郵或 whatsapp 投票 

投票時間由 7/11 開始至 27/11 下午 5 時截止，拍照後以 whatsapp 90148353 

或 電郵 stc@cccstc.org 傳給辦公室 (照片需清晰可見選票全頁，必須包括

選票上的號碼) 

 郵寄或親身投入辦公室的信箱 

投票時間由 7/11 開始至 27/11 下午 5 時截止，辦公室地址：沙田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 
 

選舉注意事項： 

1) 以上候選人名單經堂會通過，再經候選人同意而作出。 

2) 二零二一年度堂務委員會有 4個空缺，現有 3名候選人。 

3) 請先禱告，求神給你智慧，然後按照聖經的原則（提前 3:8-13）在上面

選票中，將你所屬意候選人的內，以「」選出合適人選，可選多於

一人，最多選 3人。 

候選人最低之入選比率： 

0-50張選票----30%， 51-100張選票----25%， 

101-150張選票----20%， 151張選票或以上----15% 

若候選人所得之選票低於所規定的代表比率，則由堂會另覓人選加以委

任。 

4) 選舉是會友的權利和責任，表示你對教會的關心，所以不要放棄這個參

與教會事務的機會。 

5) 若在選票上有任何塗改，請在塗改處旁邊簽名，否則作廢票論。 
 
 



 

 

候選人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按英文姓氏首字母排列) : 
～～～～～～～～～～～～～～～～～～～～～～～～～～～～～～～～～～～～～～～～～～～～～ 

候選人編號： 1 

 

姓名： 劉子麒      牧區：沙靖區 

加入教會日期： 2002 年返小組，2009 年洗禮 

家庭狀況： 已婚，育有一子 

曾事奉崗位： 小組組長、少年詩班 

事奉期望： 了解教會運作，成為會友和堂會之間的橋樑。 

～～～～～～～～～～～～～～～～～～～～～～～～～～～～～～～～～～～～～～～～～～～～～ 

候選人編號： 2 

 

姓名： 羅偉成      牧區：沙旺區 

加入教會日期： 2010 年返小組，2013 年洗禮 

家庭狀況： 單身 

曾事奉崗位： 實習組長 

事奉期望： 了解堂會運作，幫忙教會服侍。 

～～～～～～～～～～～～～～～～～～～～～～～～～～～～～～～～～～～～～～～～～～～～～ 

候選人編號： 3 

 

姓名： 謝瑋晏      牧區：沙旺區 

加入教會日期： 1995 年返小組，1999 年洗禮 

家庭狀況： 已婚，育有二子 

曾事奉崗位： 組長、敬拜隊隊員 

事奉期望： 成為教會恩典的見證，承擔神為教會準備的使命。 

 

～～～～～～～～～～～～～～～～～～～～～～～～～～～～～～～～～～～～～～～～～～～～～ 

 

「作執事（即堂委，下同）的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一口兩舌，不好喝酒，不貪不

義之財．要存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秘。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若沒有可責之處，

然後叫他們作執事。女執事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說讒言，有節制，凡事忠心。執

事只要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因為善作執事的，自己就得到

美好的地步，並且在基督耶穌裡的真道上大有膽量。」(提前 3:8-13)   

 



 

 
10月徵信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