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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忠於神的年青人                  鄭詠怡宣教師 

  但以理書第一章記錄了但以理與三個朋友，他們是猶太王

室的後裔及貴族，當時只有十四至十八歲，卻經歷了戰火及國

破家亡，在被擄之地巴比倫獲選入皇宮服務，但這卻帶來第一

個信心的試驗。雖然他們願意接受巴比倫文化的薰陶，以及巴

比倫名字(新的名字帶有外邦偶像色彩)；但是，他們卻因要保

持自己免受玷污而拒絕享用王的食物和酒。 

 

  香港人，離不開一日三餐，放假或慶祝更以食為樂趣，食

物佔據人生很大部分。而對於被擄的猶太人來說，食物是他們

和巴比倫人之間的「分水線」，表明他們沒有完全被巴比倫人

同化；但以理和三個朋友忠於神，珍惜他們猶太人的身份，雖

然在巴比倫為奴，卻不願意接受那些會導致喪失特殊身份之表

記的食物；雖然摩西律法沒有禁止喝酒，但他們卻有拿細耳人

的精神，不肯用王的酒，表明自己是分別出來獻給神的。 

 

  這四位猶太青年，雖然身在巴比倫，但在飲食上，仍表明

他們不屬於巴比倫，乃屬於神。當他們這樣選擇，他們容貌比

所有享用王膳的年輕人更俊美健壯，他們在各種文字和學問

上，神都賜他們知識和聰明；但以理並且能明白一切異象和異

夢。當王考問他們一切智慧和聰明的事，就發現他們比全國所

有的術士和用法術的更勝十倍。 



 

  但以理書第二章，四位年青人再次面對信心的考驗，巴比

倫王忘記自己的夢，要人將夢的內容告訴他，否則全國的智慧

人都要死。在這生死關頭，但以理與三位朋友再次選擇以信心

倚靠神，同心向神祈求憐憫，神應允禱告，將夢的內容啟示但

以理，但以理便向王詳細講解夢境，王確實同意，更俯伏敬拜

耶和華，又提昇他們的官位。當這四位年青人決意倚靠神，結

果拯救了全國智慧人的生命，耶和華的名更在巴比倫王面前顯

大！ 

 

  這四位年青人得高昇以後，並不是一帆風順，他們亦沒有

掉以輕心，他們仍要面對敵人攻擊、王的心意隨意改變，但他

們依然堅定以信心全然倚靠神，同心向神祈求，他們認定他們

是屬於神、絕不敬拜別神、唯一忠於耶和華，一切生死主權在

乎耶和華，所以，他們有心理準備，即或神未必如他們所願拯

救他們脫離凶惡，他們仍認定耶和華！ 

 

  這四位十四至十八歲年青人，同有一種心志，就是堅定分

別為聖，抓緊自己屬神的身份。他們彼此守望，一起面對危難，

一起信靠神，一起禱告，一次又一次經歷神的賜福與拯救，信

心都得以增長，又再面對挑戰，這是我們這群體要更多鍛鍊的

生活。 

 

  願意這四位年青人的見證成為我們的鼓勵，一起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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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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3 

網上崇拜 
呂彩嫺宣教師 謝駿麒宣教師 

第一要緊的 

愛神愛人 

（可 12:28-34）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可 12:28-34 

宣  道                第一要緊的愛神愛人 

回  應                      認定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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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詹志誠宣教師於 2021 年 2 月 10 日以家庭理由向教會申請請

辭，經執事會和堂委會交流和商討後，通過接納他的請辭，詹志誠

宣教師於 2021 年 6 月 1 日正式離任，並於 2021 年 5 月 10 日開

始放大假至離職日期，謹代表教會多謝詹傳道過去日子在本堂忠心

盡力服侍，願主繼續祝福他的家庭和前路。 

2. 本堂行政助理楊麗珍姊妹於 2021 年 2 月 28 日以個人理由向教會

申請請辭，經堂委會了解和商討，通過接納其申請，楊姊妹於 2021

年 5 月 1 日正式離任，謹代表教會多謝楊姊妹多年在本堂忠心盡力

服侍，願主繼續祝福她的家庭和前途。 

3. 2021 年 1-2 月財政報告及 2 月徵信錄，現可於週刊及沙田堂網站

查閱。 

4. 溫馨提示：若弟兄姊妹欲於 2020-21 課稅年度內作出奉獻，請於

31/3 或之前，以網上轉賬/轉數快/ATM 等方法奉獻，奉獻後請電郵

或 whatsapp 通知教會，奉獻收據將於 5 月第一週寄出，詳細奉獻方

法請參閱週刊或 https://bit.ly/donation2021。 



 

敬拜詩歌 
 

我的神我要敬拜祢 

曲、詞：林文蘭  粵詞：盧淑儀  版權屬我心旋律所有 

我衷心拜服敬奉神 在我心恩主是深愛 

在祢恩座前思想敬拜事奉 一心要頌揚主的美 

副歌：在我心天天被主愛填滿 令我心歡欣總是祢 

在祢恩座前思想敬拜事奉 一心要頌揚主的美 

 

盡心盡性讚美祂 

曲、詞：Daniel Gardner  中文譯：陳世強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 我要用詩歌來讚美祂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 我要天天讚美祂 

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 祂配受極大讚美 

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 我要盡力來讚美祂 

 

除祢以外 

詩集：和平之君，26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大地頌讚歡唱 讚美祢名字 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萬族萬國高唱 讚美祢名字 從永遠到永遠 祢超過諸天 

副歌：除祢以外 找不到尊貴像祢 除祢以外 找不到更美名字 

除祢以外 並沒有 沒有別名 可以配受權柄 

讚美以及崇敬 聖潔國度榮耀全屬祢 

 

是祢最重要 

曲、詞：西伯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所有 

1. 是祢重要 在我的心中最重要 重要是祢 全地其上全賴祢一一創造 

是祢親手鋪設宇宙繁星 於我祢給我是到底的拯救 

副歌 1：頌讚 跪拜 頌讚永歸我主 頌讚 跪拜 讓我心歸我王 

於天地裡再找不到比祢好 在我生命裡 

再找不到一個相比更重要 神是我一生中最深刻最重要 

2. 是祢重要 在我的一家最重要 重要是祢 危險困逼憑藉祢一一過渡 

是祢恩手使這家溫馨倍添 於我 這家也屬祢 終生歸祢 

副歌 2：頌讚 跪拜 頌讚永歸我主 頌讚 跪拜 讓我家歸我王 

甘心樂意傳頌基督的救恩 讓這家奉獻 

榮耀都歸於祢皆因祢是愛 神是我一家中最深刻最重要 

 

認定祢 

曲、詞：徐嘉絃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要專心仰賴祢 不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所行的事都要認定祢 

我要專心跟隨祢 不倚靠自己的能力 在所行的路 祢必指引 

副歌：將祢的話語繫在頸項上 刻在心版上 主啊 我站立敬畏祢 

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走近祢心意 獻上一切 主啊 我尊榮祢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二十一日 

講員：謝駿麒宣教師 

講題：第一要緊的愛神愛人 

經文：馬可福音 12:28-34 

28 有一個文士來，聽見他們辯論，曉得耶穌回答

得好，就問他說：「誡命中哪是第一要緊的呢？」

29 耶穌回答說：「第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

啊，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30 你要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31 其次就是說：

『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32 那文士對耶穌說：「夫子說，神是一位，實在

不錯！除了他以外，再沒有別的神；33 並且盡心、

盡智、盡力愛他，又愛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

樣祭祀好得多。」34 耶穌見他回答得有智慧，就

對他說：「你離神的國不遠了。」從此以後，沒有

人敢再問他甚麼。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二十一日 
講題： 第一要緊的愛神愛人 講員： 謝駿麒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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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教會，求主幫助我們在這時勢中能彼此相愛，緊密同行，行

窄路，接受考驗，彼此激勵守望。 
2. 求主幫助我們能有信心和能力去遵守主誡命：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地愛

神，並愛人如己。 
3. 求主幫助我們如但以理的忠於神的年青人，就是「堅定分別為聖，抓緊

自己屬神的身份。彼此守望，一起面對危難，一起信靠神，一起禱告，
一次又一次經歷神的賜福與拯救，信心都得以增長，又再面對挑戰，」
這成為我們這群體要更多鍛鍊的生活，求主賜恩加力。 

4. 請為職青牧區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幫助他們在工作和家庭的生活中能
取得平衡，無論在時間、心思和行為上，經歷主的帶領，主賜的信心和
能力，經歷主恩。 

5. 請為沙綠區因區牧將要離任的處境禱告，求主的靈帶領牧區的前路及引
導各人仰望上主。 

6. 請為沙少區代禱，求主預備各組員的家人能決志信主，開放他們的心，
賜各組員足夠的勇氣，在家中作見證。 

7. 請為弟兄姊妹參加裝備站（親子同行：跨代篇及洗禮班）代禱，求主激
勵！ 

8. 請為教會聘請傳道人祈禱，求主親自預備。 
執事： 
1. 請為司徒麗燕執事和家人代禱，她和柏哥於下星期陪同兒媳前往加拿

大，待他們安頓後會回港。求主保守旅途一切順利及平安！ 
2. 請為莫苑萍姊妹代禱：1. 感恩，主愛浩大！2. 未來有很多新的教育政

策影響學校發展，求天父祝福她和同工團隊有主的智慧和恩典帶領學校
的發展。3. 求主祝福疫情穩定，澤祈能如期應考 DSE。 

宣教同工 
請為哈小家庭代禱：1. 保守他們一家的語言學習，2. 四月會到泰南 Surat 為
兒子們考入學試及找屋子租住，求主保守一切順利，3. 期望六月能回港述
職，求主帶領和成就。 
肢體： 
請為患病的弟兄姊妹或其家人代禱，求主醫治保護，主賜他們身心靈健壯，
有主的平安和盼望，經歷主恩。 
香港： 
請為香港面對疫情時，求主賜智慧予政府選取合適疫苗和接種疫苗的指引和
宣傳，讓市民作合適的選擇，並能做到群體免疫的效果，才能防禦病毒。 
緬甸： 
求主的公義和保護臨在緬甸人民，主是他們的高臺，是他們隨時的幫助！求
主圍繞他們像眾山圍繞耶路撒冷一樣！保護他們如眼中的瞳人！使他們脫
離兇惡！神啊，我們呼求祢的拯救臨到緬甸，赦免他們的罪，醫治這地！全
能的主彰顯祢的榮耀，使人心歸向祢！願主旨意成就，奉主名求，阿們！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21年 3月份堂委會議決摘要 

1. 通過本堂石門辦公室於 2021 年 5 月 31 日約滿後繼續續租兩

年（死約），每月租金$25,000 維持不變。 

 

2. 通過執事會建議接納詹志誠宣教師的請辭，離任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並多謝詹志誠宣教師過去在本堂的服侍，願主繼續

祝福他的家庭和未來的服侍。 

 

3. 通過行政助理楊麗珍姊妹的請辭，離任日期：2021 年 5 月 1

日，並多謝楊麗珍姊妺多年在本堂的服侍，願主親自賜福與她。 

 

4. 通過修訂社區服侍基金的審批原則及程序，修訂如下： 

 授權堂主任審批社區服侍基金金額增加至$2,000 及以下，

限期為本屆堂會會期。 

 授權經濟小組代表堂會審批社區服侍基金$2,001-$5,000的

申請，並於下次堂會追認，限期為本屆堂會會期。 

 $5,000 以上的社區服侍基金的申請，按原規定經堂委會審

批，限期為本屆堂會會期。 

 

5. 通過修訂裝備站之自負盈虧制度，由自負盈虧更改為資助上限

百分之五十，有關費用繼續經小組發展基金支出。 

 

6. 通過推薦本堂神學生葉智軒弟兄申請區會神學培才基金。 

 

7. 通過聘請教牧同工一名。 

 

8. 通過聘請行政助理一名，遴選委員會成員包括：佘健誠牧師（召

集人），王桂芳牧師，謝瑋晏堂委（人事小組主席）。 



 

2021年 1月份財政報告 

收支分析表 

 
 
 
 
 
 
 
 
 
 
 
 
 
 
 

2021年 2月份財政報告 

收支分析表 

 
 
 
 
 
 
 
 
 
 
 
 

 



 

2月份徵信錄 

 
 
 
 
 
 
 
 
 
 
 
 
 
 
 
 
 
 
 
 
 
 
 
 
 
 
 
 
 
 
          



 

2021年第二季裝備中心課程 
TH101 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王桂芳牧師、呂彩嫺宣教師 
日期：25/4-11/7（逢週日）      時間：下午 2:30-4:15 
方式：實體/Zoom網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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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日）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1 25/4 佘健誠 認識教會（中華基督教會）  

2 2/5 王桂芳 認識天父  

3 9/5 呂彩嫺 認識耶穌  

4 16/5 王桂芳 認識聖靈 交得救見證 

5 *23/5  休假：《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  

 30/5 呂彩嫺 認識聖經  

6 6/6 呂彩嫺 認識救恩  

 *13/6  休假：執事會  

7 20/6 王桂芳 認識聖禮  

8 27/6 呂彩嫺 成聖之路  

9 4/7 王桂芳 事奉與奉獻  

10 11/7 王桂芳 佈道與宣教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19/12  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或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網上報名：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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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t.ly/2NMtjcl 
2. 出席率不得少於 80%（可於下期洗禮班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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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日)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中，讓自己的兒女接受嬰孩洗禮，請從速
報名嬰孩洗禮班。                                       網上報名： 
導師：王桂芳牧師 
日期：6/6(日) 
時間：下午 2:30 
地點：Zoom網上教學                                   http://bit.ly/2MwLx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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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16/5(日) 

 



 

 
親子同行 - 跨代篇 （心築協會 協辦） 

課程目的：讓參加者對孩童少年的成長有初步之理解及探討，並分享一些應
對的方案。 

對象：孩童及少年人家長 
導師：譚蜺姑娘(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宣教師) 

詹志誠宣教師(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宣教師) 
見證：何錦昌先生(三位孩子的爸爸) 
托管：課堂間有專人與和父母來臨的孩子玩桌藝等遊戲 
日期：18/4–9/5（星期日，共四堂）               網上報名：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幼稚園親子室 
開班人數：10人或以上 
收費：$50                                           
截止日期：4/4（日）                    http://bit.ly/3qb0IdV 

   

堂數 日期 課堂內容 

1 18/4 培育優質下一代的重要起步──「以終為始」 

2 25/4 優質下一代的兩大教養基礎 

3 2/5 安排時間陪兒女長大 

4 9/5 管教基礎的祕訣：「親密關係」的無比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