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十二月五、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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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逆流而上，奮勇建造和爭戰                佘健誠牧師 

  從佔中運動、上年社會運動至今年的新型冠狀病毒肆虐，
不論在政治、經濟及民生上，都令香港持續陷入艱難和困境之
中，面對香港未來的前景，許多香港人都感到無望、不安和沮

喪。難怪近年香港的移民潮再次湧現出來，根據中文大學香港
亞太研究所今年（2020）九月進行一項電話調查，有四成多的
受訪者表示打算計劃移民，逾 15%受訪市民近期已為移民或移

居作好準備，而近日香港驚爆本港部分傳統名校都出現退學
潮，其中協恩中學今年有 30 個學額空缺，拔萃女書院亦罕有
地招收今學年的插班生，英華書院更於上學年期末流失約 50

名學生，本學年有 10 多學生退學，再者，根據這份調查報告
指出，考慮或計劃移居海外的主要原因，頭四個主要原因都是
與香港政治有關，其次才是香港居住，經濟，前途和教育等問

題，無論如何，面對香港前景不明朗和困難重重的時候，有人
選擇離開，也有人選擇留下。留下香港的人，尤其是基督徒，
我們如何面對香港未來種種的困難和艱巨的挑戰呢？我們如

何在這個疫／逆境上，繼續與香港人同行和在這大地上（香港）
為上主作見證呢？ 

  但聖經中記載了許多有關這方面的勵志故事，描述以色列

民在惡劣的環境中，如何奮勇建造和見證上主的恩典和作為。
其中一個為人熟識的故事，就是尼希米率領住在耶路撒冷的猶
太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當尼希米在書珊城中，聽見「那些

被擄歸回剩下的人在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
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尼一 3）便決意回歸耶路撒冷
作省長，與當地的猶太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門。當他回到耶

路撒冷稍作計劃和部署後，便呼籲當時的領袖和百姓，便說： 

（下頁續） 



 

（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我們所遭的難，耶路撒冷怎樣荒涼，城門被火焚燒，你們都
看見了。來吧，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我
告訴他們我神施恩的手怎樣幫助我，並王對我所說的話。他們

就說：我們起來建造吧！於是他們奮勇做這善工。」（尼二 17-
18）這樣，當時的百姓回應尼希米的呼籲，合心合意修建城牆。
雖然這個任務非常艱巨，困難重重，還面對敵人不斷譏笑、威

嚇和騷擾，甚至修建城牆的人，為保性命，腰間佩刀，都一手
做工一手拿兵器，而有許多百姓也拿刀槍和弓站在城牆後邊作
防衛和保護的工作（尼四 13-18）。因上主的恩典和當時的官

長和百姓上下齊心和努力，他們只需五十二天，把城牆修建完
成。（尼六 15） 

  其實修建城牆對當時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來說，是十

分重要和需要的，因為若沒有城牆作為保護和防衛，城內居民
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的威脅，得不到保障，容易受到外來敵人
的攻擊和侵略，於是，尼希米率領城內官長、領袖和百姓，齊

心奮勇順利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同樣，面對香港前景不明朗，
不論政治、經濟或民生，都會可能陷入困境，困難重重，我們
留下香港的人，尤其是基督徒，我們除了堅守崗位外，並要關

心和服侍有需要的人，筆者相信未來的香港，其需要愈來愈多
或服侍有需要的人的機會愈來愈多，我們要效法昔日的尼希米
和當時的猶太人，看見社會的需要和困難，不是視而不見，只

顧著自己的生活或重建自己的家園，乃是為這個社會作出努力
和貢獻，與其他人一起同心合意，為這個社會奮勇建造和爭戰，
把握上主給我們的恩賜和機會，作出奉獻，在這個大時代中為

主作美好的見證，服侍他人，齊心建造這個城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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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2 
網上崇拜 

鄭嘉慧宣教師 宋軍牧師 
反轉不公的世界 
(傳 9:13-18； 

12:13-14)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傳 9:13-18；12:13-14 

宣  道                 反轉不公的世界 

回  應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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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堂委選舉結果，當選者包括：劉子麒弟兄、羅偉成弟

兄、謝瑋晏弟兄，謹此恭賀，願主祝福他們的事奉。 

3. 2020 年 9-10 月財政報告，現可於沙田堂網站小組錦囊內查

閱。 



 

敬拜詩歌 
 

我要歌頌祢 
曲、詞：清風  版權屬枝子 The Branches所有 

1. 讓歌聲穿梭 叫一切屬祢的都要頌揚 
海天也為祢深情的高歌 印証祢豐富中無變心思祝福 

2. 讓思海棲身 祢廣闊浩壯的擺設裡面 
翻開每頁祢恩情的應許 讚嘆祢陶造裡每個精彩 

副歌：我要歌頌祢 智慧的完美 從來無別個匹配跟祢媲美 
是祢手編織厚恩 分佈耀眼星宿顯榮耀 

我要歌頌祢 永遠歌頌祢 祈求掏盡我所有稱讚給祢 
萬有都歡欣讚歌 心醉述說這創造完備 恩典的美 

 
一生不要失去祢 Never Let You Go 

曲、詞：Karen Ong  中文譯：楊天恩牧師 

 
主 美善超於萬有 
遠超金銀 比一切更好 
主 祢是我的所有 
我只渴望抱緊祢 
一生不要失去祢 
副歌： 
神大愛高超 高過天上諸天 
憐憫的深恩 深過諸地層 
無限際恩典 廣闊遠超海洋 
我只渴望抱緊祢 
一生不要失去祢（我只渴望抱緊祢） 
一生一世抱緊祢（一生不要失去祢） 

 

Lord  You’re more than anything 

You’re more than gold  more than anything 

Lord  You’re everything to me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never ever let You go 

Chorus: 

Your love is higher  higher than the heavens 

Your mercy’s deeper  deeper than the earth 

Your grace is wider  wider than the ocean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never ever let You go 

 

 

 
願祢公義降臨 

曲、詞：方文聰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神求祢喜悅我們的敬拜 獻上誠實公義正直的心 
願我們行事為人 對得起主祢 作祢看為義的子民 
副歌：唯願祢公義 如滔滔江河 公平如大水滾滾 

神又豈止於聖殿中 祂憐恤受壓的人 主帳幕在人間(願祢公義降臨)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曲、詞：葛兆昕、陳慧瑟  版權屬有情天音樂世界所有 

哦主 求祢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夠遵行祢旨意 
我願將祢話語深藏在我心 作路上的光 成為我腳前的燈 
哦主 求祢堅固我信心 我的力量 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 求祢帶領我 使我不會再退縮 
副歌：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樣式 
使我能成為祢所喜悅的兒女 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祢榮耀 

**使我成為祢所喜悅寶貴兒女 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祢榮耀**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五、六日 
講員：宋軍牧師 
講題：反轉不公的世界 
經文：傳道書 9:13-18；12:13-14 

第 9 章 

13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樣智慧，據我看乃是廣大。14 就是有一

小城，其中的人數稀少，有大君王來攻擊，修築營壘，將城圍

困。15 城中有一個貧窮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卻沒有

人記念那窮人。16 我就說：「智慧勝過勇力。」然而那貧窮人

的智慧被人藐視，他的話也無人聽從。17 寧可在安靜之中聽智

慧人的言語，不聽掌管愚昧人的喊聲。18 智慧勝過打仗的兵

器，但一個罪人能敗壞許多善事。 

第 12 章 

13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

人所當盡的本分。14 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

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 
 

    如同抗疫疲勞，當社會敗壞到一定程度，人們對不公也會反應
遲鈍起來，如何不讓自己落入麻木冷淡？如何不讓自己失去信
念？在充滿不公的現實中該如何作人？ 

一、世上不公事（九 13-16） 

    “我”=“傳道者”(Qohelet)，其動詞字根 Qahal 意思是“召
集”，故可直譯為“召集者”。不少人認為傳道書中的這個自稱為
傳道者的人就是所羅門王，從而傳道書的成書日期就在主前十世
紀。所羅門的名號有其作用，對讀者而言形成無以復加的權威，不
論是智慧還是財富、事業、權力，他都可以被當時人認為是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因此，不僅是權威，這個名字還可以賦予傳道書所談
論的內容以程度上的極致。 

    “日光之下”，直譯作“太陽底下”，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
“我觀看世界如何運作”，這是句傳道書常用片語，泛指人世間所
發生的一切事情，從這個角度可以尋求真相，並思考世界、世人、



 

世事所帶出的教訓和意義，但卻難以看清神的作為和啟示。 

第一大不公：大君王但卻欺負小城（九 14） 

⚫ 小城，人數稀少，勢單力薄。 
⚫ 大君王，人多勢眾，兵強馬壯，財大氣粗，且修築大營壘圍城，

營壘=網羅，佈下天羅地網。 

第二大不公：小人物勝過大君王，但卻沒人記念（九 15） 
⚫ 貧窮的智慧人從富強的大君王手中救了小城。圍城的目的無

非是占領該城、使該城人民臣服，付出尊嚴、財產等代價，甚
至有可能被屠殺滅絕。因此，小城獲得拯救的意思，就是避免
了上述惡運。只是作者沒有詳細交代，我們不知這位小人物具
體用了何種手段救了小城的，是凴三寸不爛之舌説服大君
王？還是故佈疑陣，如諸葛亮的空城計那樣，四兩撥千斤地嚇
退了圍城大軍？但明確知道的是“用智慧”。從 16 節“智慧
勝過勇力”（“勇力”與大營壘有關，即軍事力量）、18 節
“智慧勝過打仗的兵器”來看，可以比較肯定的是，他不是憑
藉武力取勝。 

⚫ 卻沒有人記念。感謝也屬於“記念”的一種，首先需要記得別
人的好處和功績，才能感恩圖報。但因爲智慧人窮，不是顯貴，
市民大概寧願將掌聲和鮮花獻給富貴有影響力的人；再者，智
慧地解決了危機，很有可能並沒有做出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事。
時過境遷，小城恢復日常，人們也生活如常，就完全忘記了那
位曾經拯救了大家的貧寒人，他並沒有名垂青史。 

第三大不公：大智慧勝過大勇力，但卻被人藐視和拒絕（九 13、
16） 
⚫ 13 節，大智慧=極爲廣大的智慧，勝過大君王的權勢、大營壘

的武力。請大家留意，這裏作者所說的是“日光之下”的智
慧，按傳道書的文脈，我們不應理解為敬畏神之類的屬靈智
慧。 

⚫ 但卻因智慧人無權無錢無人，使得智慧被人藐視，被人拒絕聽
從。 

二、世上不公得出日光之下的智慧（九 17-18） 

    接下來 17、18 節是兩則箴言，進一步發揮了前文軼事所得到
的教訓，就是日光之下的智慧價值有限。作者用的表達方式都是一
種事物強過另一種，旨在強調日光之下的智慧的相對價值和脆弱。 



 

⚫ 箴言一：判斷與選擇。對比了智慧人和愚昧人的言語，儘管作
者判定智慧人的更好。但卻需要面對非常諷刺的現實，智慧人
聲音小，愚昧人的代表——官員聲浪大。是聽還是不聽？你要
作出選擇。當今時代，最能展現作者所說的現象，謊言經過傳
媒放大、重複，可以達到掩蓋真相、誤導民衆視聽的地步，智
慧言語反被埋沒。這反倒堅定了我的一個信念，獲得真相從來
都是要努力付代價的。就如同做歷史研究，大凡有趣的、令人
興奮的課題，都是需要上天入地搜尋綫索，再將到手的資料分
別真假、去僞存真，才能逐步接近真相。 

⚫ 箴言二：智慧勝過打仗的兵器，但下半句卻戲劇性地顛覆了這
一切，日光之下的智慧勝不過一個殘酷的現實——“一顆老
鼠屎能壞一鍋湯”，僅一個罪人就能敗壞許多善事。不論智慧
人多麼善於謀劃經營，做了多少有益於人的事，只要有一個人
犯丁點差錯，就能讓智慧人的作為全部付諸東流，這一與多的
強烈對比，更凸顯了智慧的脆弱性，尤其當犯錯的人是愚昧的
掌權者的時候，智慧人的悲劇就更加慘烈。 

三、世上不公提醒我們還有日光之上的智慧（十二 13-14） 

    十二章 13、14 節是全書日光之下事的解毒劑，是傳道書的精
義所在，也是理解全書信息、批判性地審視傳道者言論的解碼關
鍵。與全書傳道者第一人稱的自傳式獨白不同，這裏出現了一個無
名智者，他的話說得言簡意賅，清晰明確。 

     “這些事”指傳道者關於在日光之下的維度思考人生意義、
尋求世界真相的言論，“這些事都已經聽見了”，最後無名智者所
給出的“總意就是”與傳道者的結論完全不同。換一句話說就是
“傳道者的話我們已經聽夠了，現在讓我來說說什麼才是真正重
要的吧！”他提到三件事，都是人生在世最要緊的。 

A.敬畏神（十二 13a） 

    第一要務就是“敬畏神”。傳道者雖然多次提到要敬畏神（三
14，五 7，七 18，八 12），但他所表達的敬畏其實是恐懼，是罪
帶給人的自然結果（創三 10），這恐懼令他對神敬而遠之，甚至想
躲避神的面。而且，傳道者也從來沒有將敬畏神與“遵守祂的誡
命”相提並論，這也反映出傳道者所言敬畏神與正統信仰所言敬
畏是有所不同的，因為敬畏神和遵守祂的誡命是互為定義的。 

    信仰最核心的部分是人與神的關係，而人對神的態度最重要



 

的就是敬畏，又稱神聖的懼怕。路德認為，屬血氣的人不可能完全
敬畏神。另一位神學家奧托（Rudolf Otto）也指出：“按懼怕這個
詞嚴格的意義來說，屬血氣的人根本不懂得戰慄或感到懼怕”。於
是，神聖的懼怕只有仰賴神的恩典——賜給人尊重神的權柄、服從
祂的誡命、恨惡並躲避一切形式的邪惡（耶卅二 40，箴八 13）。
在舊約，敬畏神往往被視為等同於擁有真實的信心（創廿二 12），
是智慧的開端（詩一一一 10），是神所喜愛之人的特質（詩一四七
11），而且傳道書這裡還指出敬畏神“是人當盡的本分”。從結果
來看，聖經對敬畏神的人有許多美好的應許：統治者敬畏神就行事
公正（代下十九 7，撒下廿三 3）；人能敬畏神就得享長壽（箴十
27，十四 27，十九 23），敬畏神的家庭必蒙神看顧幫助（箴十四
26，王下四 1）。 

    新約雖強調神的慈愛和赦罪，但仍要求信徒對神保持敬畏，因
為信徒只有敬畏神才能彼此順服（弗五 21）、成聖（林後七 1），
最終面對神的審判（林後五 10-11）。 

    總之，敬畏神就是與神建立正確的關係。 

B.謹守誡命（十二 13b） 

    遵守神的誡命是敬畏神的表現，二者在舊約中經常相提並論
（申五 29，六 24，十 12-13）。正如猶太拉比所言，“敬畏神”
指向人心，而“謹守祂的誡命”則指向行為，這是真神信仰者的
“內聖”和“外王”。人被造的目的正是為了這兩件事，失去這目
的，人生必陷入虛空，人的價值不能在日光之下尋覓，只有在神那
裡才能找到人生的意義。 

遵守誡命的核心含義就是順服神的命令，真智慧就在於能順服：
“你們要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和聰明。他們聽
見這一切律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申
四 6）這同樣是作人的本分。 

C.持定交帳心態（十二 14） 

    最後的勸戒是要聼道者以交帳的心態生活，這是以神的審判
為前提的。每個人都要面對神的審判，為自己“所做的事，連一切
隱藏的事在內，無論是善是惡”向神交帳，事無巨細都在神的眼中
看得一清二楚。這句話中的“事”字多次出現在傳道者的言論中，
在傳道者看來，人儘管看到很多事，但卻看不明白，因為人看不透
神所行的事（三 11，七 13，八 17，十一 6）。頗具諷刺意味的是，



 

這位無名智者卻大唱反調，強調人看不清的事，神都看得見，沒有
任何事可以逃過神的審判——“神都必審問”。 詩 139：7“我
往哪裏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裏逃，躲避你的面？”《論語·為
政》：“子曰：視其所以（爲什麽做），觀其所由（怎麽做），察其
所安（是否可以心安理得），人焉廋哉！（人能在哪裏隱藏？）人
焉廋哉！”以這樣的眼光看世事，雖有不確定性即存在很多看不
明白的事，以及無處不在的不公，但卻不會再令人抓狂、沮喪、失
望甚至厭世，反而會讓人心生盼望，堅信神在掌管，祂看得見，從
而一方面交托仰望，另一方面謹慎自己的言行和心思意念，以將會
有一天向神交帳的心態敬虔度日。 

總結 

    總意：盡自己當盡的本分，做自己當做的事——敬畏神，遵守
祂的誡命。即是保持與神的關係，按他的話行事為人。既然人有當
盡的本分，就意味著神也有神要付的責任。 

    神是審判者，伸張正義、主持公道則是祂的責任：人所做的事，
包括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人的一切所行，“神都必審
問”。要知人是有限的，我們不能全知，所以無法百分百瞭解真
相；我們不是全善，所以不能做出完全公正的判決；我們不是全
能，所以無法讓公義得到徹底的實現，包括讓惡人真正認罪伏法。
這些都必須交托給全知、全善、全能的神去完成，祂遲早一定會反
轉這個充滿不公的世界，我們有理由相信，其實祂的反轉大作為是
正在進行中的。 

    如果各位要問那基督徒究竟該如何活在這充滿不公的世界
上，除每個人都有各自神所託付的使命要盡力去做之外，總體來
説，大原則就是信任神，盡好當盡的本分，就是參與到神反轉世界
的大作為之中了！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五、六日 
講題： 反轉不公的世界 講員： 宋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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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教會在這個疫情之中，透過不同渠道牧養弟兄姊妹，關心他們的需

要禱告，求主賜智慧和指引。 
2. 請代禱記念近年教會的新婚或準婚夫婦，願他們在這動盪不安的環境

中，彼此扶持並同心仰望那位能建立家庭，並賜予屬天產業的上帝。 
3.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各小組在疫情中不能實體相聚，各組員關係更為緊

密，與主關係更親密，不受網上開組的限制。記念升中生、高中生、大
學生在家學習的進度，能追趕得上，能經歷主滿滿的恩典。 

4. 請為下週日(13/12)執事會會議代禱，求主賜智慧和指引，能按著主的旨
意去議決和實踐。 

5. 感恩！「裡外的醫治」課程已完成五堂，11/12 是最後的課堂 18/12 是
「裡外更新‧分享和祈禱」，求主賜福給弟兄姊妹和激勵他們有進深的
學習和反省，得著主的醫治，並能持續操練，經歷主更新生命！ 

6. 請為教會聘請宣教師禱告，求主預備合適的人選。 
執事： 
請為司徒麗燕執事代禱，感恩在疫情嚴峻下，神賜下她們一家身體及心靈的
平安。求主在「將臨期」提醒我們好好預備迎接基督的降臨，並帶來真光的
盼望，讓我們在這黑暗混亂的世代操練忍耐與敬虔。 
神學生： 
請為葉智軒弟兄代禱，他已完成了一個學期的課堂，進入考試周，疫情、社
會狀況和考試壓力使自己感到有點不安，有點失落，這提醒他要歸回那位呼
召他的阿爸父，讓他在衪裡面得著安息。 
肢體： 
1. 請為沙綠區關百謙弟兄和容美霞姊妹的婚禮（12/12）代禱，在疫情限制

下仍有上帝充足的恩典和保守，求主讓他們以禱告進入婚姻。在上帝的
祝福，在家人和眾親友恭賀下，他們共訂婚盟，更多經歷主的恩典和愛，
並靠著主的能力和所賜的信心，適應新婚的生活，經歷主的同在和同行，
婚姻美滿快樂！求主讓他們的親友更多認識主的愛和福音，早日信靠
主。 

2. 沙勉區蔡翠英姊妹於 30/11 因病在醫院主懷安息，求主安慰她家人，賜
他們盼望和平安。 

香港： 
1. 現正面對第四波的爆發，英美留學生返港放寒假和流感高峰期，請為香

港政府實行防疫和抗疫的措施代禱，求主賜他們智慧和果斷的決定，有
合適的安排，盡早找出隱形病患者，能有充足的地方作隔離，各業界能
配合防疫措施，市民能克制地避免聚集，保持社交距離和公共衛生，並
適時接受檢測，保護自己和別人。並讓香港市民能守望相助，萬眾同心
一起打這疫仗，靠主得勝。 

2. 因疫情面對經濟打擊的各行各業，求主賜他們智慧去面對，僱主和僱員
一起共渡時艱!求主賜僱主和高層能妥善安排縮減財政開支時，就算在裁
員時，能本著良善的心對待員工。求主賜智慧予政府盡心和盡力去支援
各行業的需要，特別是失業大軍的生活需要，求主賜智慧予教會如何回
應社會的需要。   



 

 
                                                                                                                                                     

   



 

2020年 9月份財政報告 

收支分析表 

 
 
 
 
 
 
 
 
 
  

2020年 10月份財政報告 

收支分析表 

 

 
 
 
 
 
 
 
   



 

為緬北神學院籌款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防疫措施 

（2020年 12月 2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由於香港疫情突然來勢洶洶，昨晚（2020 年 12 月 1 日）香港

特區政府刊憲取消宗教活動的豁免，表示教會的聚會必須受 2

人限聚令所規範，因此，教會必須遵行這個防疫指令，故由今

天（2020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三）開始，教會所有實體聚會，包

括崇拜、小組和裝備站等，改為視像網上聚會，直至另行通知。 

 

今星期網上崇拜播放時間分別於週六午堂崇拜，時間：下午

4:30 和週日午堂崇拜，時間：上午 11:00，請弟兄姊妹屆時準

時出席，一起安在家中敬拜上主。至於崇拜錄影將會放在

YouTube 內，並於翌日（週一）早上十時後刪除，敬請留意。 

 

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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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