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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話家常」之贏咗場交，輸咗個家，值得嗎？     呂彩嫺宣教師 

  「贏咗場交，輸咗個家」這句說話是政府在宣傳短片中，

為了推廣「停止一切家庭暴力」而制作的，多年來這句話已街

知巷聞，普遍市民都懂得這個道理，但道理總歸道理，有些夫

妻在相處時為了辯贏場交而毀掉雙方的關係。俗語說得好：「一

個巴掌拍不響」，家裡的事情就在你一掌我一掌的拍擊下，打

散了家人的和睦，值得嗎？ 

  聖經教導我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四 1-3）《聖經》中教

導信徒合一的觀念，對家庭來說同樣適用，帶著一顆合一的心，

學效耶穌的謙和、忍耐，天倫之樂指日可待。 

  保羅提出合一的態度必須有五種生命素質： 

一、 凡事謙虛：放下自己，讓耶穌作我們個人生命的主和一家

之主，因為耶穌才能帶來真正的和睦與平安。若我們以人

的本性來做主，難免會帶著人性的軟弱，自我為中心，自

視過高。 

二、 溫柔：為了主的緣故，不去爭取自己要贏，不以自己的想

法為出發點，企圖讓他人馴服在個人想法之下，總會從對

方的位置和觀點去考量，又懂控制自己情緒和反應。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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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頁） 

三、 忍耐：愛是必須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無論是友情、親情、

或是愛情，若吵了幾次就鬧分手或離婚，那還談得上愛

嗎？換句話說，你若愛上一個人，不但要接納對方的缺點，

還要持守永恆不變的愛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意志。聖經說：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不自誇，不張

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

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4-7）愛若沒有忍

耐，就根本談不上愛了，都是自欺欺人。 

四、 用愛心互相寬容：很多時候爭吵是為了一些生活小事，如

看電視時，雙腳能否擱在茶几上、在家穿室內拖鞋還是光

著腳......接著為了傢俱擺設而爭吵，到後來大小事情都爭

個不休，甚至拋下狠話：「這個家誰出錢多誰作主！」歸

根到底，爭的是主權問題，一個家庭有兩個以上的主人，

總會引發矛盾衝突，不能在靈裡的合一。保羅也曾提醒哥

林多人要有寬宏的心腸：「哥林多人哪，我們向你們，口

是張開的，心是寬宏的。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是在

乎自己的心腸狹窄。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

（林後六 11-13） 

五、 用和平彼此聯絡：「聯絡」的原文乃 sundesmos，意思不

但是指活動上的聯繫（例如見面、發 whatsapp、facebook、

Instagram 等等），更加是指生命之間的連繫（bond），就

像身體中各肢體的連絡契合，得出一致和諧的身體，是合

而為一的相互關連，所以我們必須付上代價與家人建立和

諧的關係。 

  這五個生命素質最後要達成的目的只有一個，保羅說得很

清楚，要我們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這個合一的主

角是聖靈，原來合而為一的心已經賜給每位信徒，保羅說我們

竭力保持合一的心，我們都有同一個主，因此我們要靠著聖靈

去建立合一和諧的家來見證主的榮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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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午堂 

連皓晴 

李偉良宣教士 

信心的小石與 

合宜的兵器 
(撒上 16:21;17:38-40

及 49-51;18:4,7) 

詹志誠 

鄭嘉慧 

9/5 
早堂 

鄭嘉慧 
呂彩嫺 
謝駿麒 

9/5 
午堂 

黎雪釵 
詹志誠 
鄭詠怡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撒母耳記上 16:21;17:38-40 及 49-51;18:4,7 
宣  道                   信心的小石與合宜的兵器 
奉  獻                 再來 / 因著信 / 耶和華尼西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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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中國信徒佈道會泰國宣教士：李偉良弟兄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
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本堂詹志誠宣教師於 2021 年 5 月 10-31 日放大假（今星期一開始），並
於 2021 年 6 月 1 日正式離任，代表教會多謝詹傳道過去在本堂的忠心服
侍，願主親自報答和祝福他，並祝福詹傳道一家日後的生活和服侍，願主
繼續使用他，成為多人的祝福。 

4. 下星期日(16/5)週日午堂恢復於培英中學多用途室舉行，時間早上 11:00
不變，請弟兄姊妹留意。 

5. 溫馨提示：本堂聚會現維持場地容納人數的三成，無論有否接種 2019 冠
狀病毒病疫苗，均可出席聚會。 

6. 溫馨提示：如已報名參加崇拜之弟兄姊妹於崇拜當日正接受強制檢疫或未
完成強制檢測，請弟兄姊妹主動通知教會同工，並留在家中參加網上崇拜。 

7. 溫馨提示：近日博康幼稚園發現女洗手間有淤塞情況出現，經房屋署處理
後發現渠管有大量抹手紙。請各位留意，使用洗手間時切勿將抹手紙或大
量廁紙拋入坐廁內，避免坐廁內的渠管淤塞，造成破壞。 

8. 本堂現正招聘兩名教牧同工及一名行政助理，詳情請細閱週刊內頁。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我用耶穌的愛來愛你(Oh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我用耶穌的愛來愛你(x2) 

你在我眼裡有神的榮耀 

我用耶穌的愛來愛你 

Oh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x2) 

I can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Yes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我要歌頌祢聖名 

詩集：和撒那新歌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我要歌頌祢聖名 哦主 歌頌祢聖名 哦主 因為祢聖名至高配得讚美(x2) 

2.我要榮耀祢聖名 哦主 榮耀祢聖名 哦主 因為祢聖名至高配得讚美(x2) 

 

祢真偉大 

曲：Swedish folk 中文譯：劉福群、何統雄 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1.主阿我神 我每逢舉目觀看 祢手所造 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 又聽到隆隆雷聲 祢的大工 遍滿了宇宙中 

2.當我想到 神竟願差祂兒子 降世捨命 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 甘願背我的重擔 流血捨身 為要赦免我罪 

副歌：我靈歌唱 讚美救主我神 祢真偉大 何等偉大(x2) 

 

以塞亞書 60 

曲、詞：李漫渟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縱有黑暗遮蓋大地 或有幽暗遮蓋萬民 眾海島必等侯祢 山嶺泉水渴慕祢 

*祢的牆為拯救 祢的門為讚美 願眾子今被顯現* 

副歌：祢榮耀出現照耀我 日月的光不再退縮 願我腳踏之處 

充滿祢至聖榮耀 願世間看見 祢獨一真愛 

**尋回我心渴想 尋回祢心旨意 盼這世代找到答案** 

 

再來 

曲、詞：李俊霆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1.神口出的應許都不會落空 全因祢是信實的主 

還未盡都兌現 仍堅決相信 神按祢的旨意 全在祢手中 

2.那勝過陰間死亡的不會搖動 全因祢是得勝的主 

這得勝的旌旗 引導我前行 聆聽祢的旨意 降服祢手中 

*來甘心擺上 成活祭 這生奉獻主作犧牲 

願一生以膝蓋 來踏上 主基督元帥的帶領* 

副歌：尊貴和讚頌 榮耀與權能全獻予基督 萬國萬民萬邦同心來敬奉 

迎接主基督再來 聖靈和新婦說來 成就祢應許旨意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以馬內利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神同在 彰顯於我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2.我深愛祂 我深愛祂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神同在 彰顯於我 祂名稱為 以馬內利 

3.滿心歡欣 滿心安慰 在心深處 神必與共 

心歡欣 滿心安慰 是主看顧 晝夜同行 

 

耶穌祢配得至聖尊榮 

曲：Chris Bowater  中文譯：台灣以琳書房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1.耶穌 祢配得至聖尊榮 耶穌 當受最高讚美 

願全地響應 諸天唱和 來尊崇主聖名超乎萬名 

2.讓我們屈膝俯伏敬拜祂 因祂聖名 萬膝要跪拜 

讓萬口承認 祂是主耶穌 全能神 今我榮耀祢 

副歌：但願尊貴 頌讚和權能 都歸於祢 都歸於祢 

願尊貴 頌讚和權能 都歸於祢 都歸於祢 

主耶穌 永活真神兒子 

 

主祢是我力量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副歌：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高臺 堅固磐石我信靠祢必不動搖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避難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因著信 

曲、詞：盧永亨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1.憑信 他離別吾珥 因信 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 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 贏到祝福 換了名字 

2.憑信 他行近紅海 因信 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 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 仍敬拜上帝 發誓至死不改 

副歌：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 憑信放聲呼喊 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裡靜待 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3.憑信 他們懷著憑據 因信 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 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我心尊主為大 
我心尊主為大 尊主為大 
我靈以神 我的救主為樂 
我心尊主為大 尊主為大 
我靈以神 我的救主為樂 

 
注目看耶穌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凡勞苦重擔 當親近耶穌 必享安息 必得滿足 
凡饑渴慕義 來尋求耶穌 必享甘泉 必得飽足 

副歌：注目看耶穌 定睛看耶穌 聖潔公義主 十架上耶穌 
注目看耶穌 定睛看耶穌 謙卑親近主 跟著祂同步 跟著祂同步 

 
盡情的敬拜 

曲、詞：施弘美 版權屬矽谷生命河 靈糧堂所有 

耶穌聖潔公義救主 彰顯神的智慧能力 
祢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滿有豐富無窮的恩典 
耶穌權柄統管萬有 配得榮耀尊貴頌讚 

我以心靈誠實盡情敬拜 坐在寶座上深愛我的主 
副歌：舉起我的心來敬拜祢 用生命來回應祢的愛 
哦我的主 讓我單單在乎祢 盡情地敬拜祢 

 
回家 

曲、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親愛耶穌 我感謝祢來到這世界 給我盼望 給我一個永恆的家 
親愛天父 輕聲喚我回到祂面前 不再流浪 我看到家的光 

副歌：回家回家 回到永恆愛的家 喜樂充滿我的心 我不住讚美 
回家回家 回到永恆愛的家 天父張開愛的雙臂 我一生屬於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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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五月八、九日（週六午堂/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員：李偉良宣教士 
講題：信心的小石與合宜的兵器──大衛的兵器 
經文：撒母耳記上 16:21;17:38-40、49-51;18:4,7 
 
撒母耳記上 16 章 

21 大衞到了掃羅那裏，就侍立在掃羅面前。掃羅甚喜愛他，他就作了
掃羅拿兵器的人。 
 
撒母耳記上 17 章 

38 掃羅就把自己的戰衣給大衞穿上，將銅盔給他戴上，又給他穿上鎧
甲。39 大衞把刀跨在戰衣外，試試能走不能走。因為素來沒有穿慣，
就對掃羅說：「我穿戴這些不能走，因為素來沒有穿慣。」於是摘脫
了。40 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選了五塊光滑石子，放在袋裏，就是
牧人帶的囊裏；手中拿着甩石的機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 
 
撒母耳記上 17 章 
49 大衞用手從囊中掏出一塊石子來，用機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
額，石子進入額內，他就仆倒，面伏於地。50 這樣，大衞用機弦甩石，
勝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衞手中卻沒有刀。51 大衞跑去，站在非
利士人身旁，將他的刀從鞘中拔出來，殺死他，割了他的頭。 
 
撒母耳記上 18 章 
4 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給了大衞，又將戰衣、刀、弓、腰帶都給
了他。 
 
撒母耳記上 18 章 
7 眾婦女舞蹈唱和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衞殺死萬萬。」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五月八、九日（週六午堂/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題： 信心的小石與合宜的兵器─大衛的兵器 講員： 李偉良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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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賜給弟兄姊妹更愛慕主，更深明白主的心腸

（神愛世人，不願一人沉淪，但願人人悔改），有宣教的心，在末
後世代，在逆境中能參與本地和普世宣教行動（關懷、奉獻，本地
和海外服侍），實踐主的旨意，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 

2.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
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
一的心。」（弗四 1-3）求主幫助我們在家庭、在職場/校園中，在
生活裡，經歷聖靈的充滿，擁有這些生命的素質和行動，活現主給
我們的真理。 

3. 請禱告記念教會的行政工作，求主賜恩加力給幹事和同工，帶領
他們能夠彼此有美好的配搭，作成主的工！ 

4. 求主施恩加力沙綠區的弟兄姊妹，在急速轉變的時代中，聽見主
的呼喚，知曉如何持守神所託付的，並且堅定走在窄路上，榮神益
人。 

5. 請禱告記念沙苗區有限制恢復活動安排禱告，因崇拜人數限制，
所以幼班小朋友仍未能有機會恢復聚會，求主激勵我們繼續禱告
記念。 

6. 請為聘任兩名教牧同工及一名行政助理代禱，求主預備，賜下合
適的同工，一起服侍。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代禱，他有更多的時間，專注和心力在沙約，沙

泉，沙旺和沙綠區的牧養工作，求主加力和同在。 
2.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聖靈充滿她，賜她智慧、信心和愛心，突

破生命去服侍，建立生命，活出召命！求主看顧保護她的父母，有
強壯的身心靈，更多認識和信靠主，經歷主恩和平安。 

3. 請禱告記念詹志誠宣教師的媽媽，近日老人家精神欠佳，求主讓
她身心得蒙保守，並時刻有仰賴主的信心。 

肢體： 
請為黃國健弟兄代禱，他最近身體狀況時好時壞，特別影響他的尿道
十分不舒服，都好痛！他的血小板生長功能還欠佳，醫生說仍要等待
觀察。求主醫治保護國健，減除尿道痛楚，提升血小板的功能，晚上
安眠，賜他信心和勇毅的心去面對，有主平安，經歷主恩。 
香港： 
最近發現變種病毒在社區肆虐，求主憐憫和保護香港，遏止變種病毒
在社區的爆發，及早找出源頭，加以堵截。主賜政府、各行業和市民
大眾有智慧和齊心去防疫和抗疫，能有美好的果效！ 
世界： 
請為印度、巴西、泰國等疫情較嚴峻的國家代禱，求主垂顧和醫治病
人，遏止疫情的蔓延，賜政府智慧和能力，與人民一起防疫和抗疫，
能有美好的果效。 



 

 
                                                                                                                                                     

   



 

                 
 

 

                                                                    

4 月是泰國的新年（即香港人熟悉的潑水節），泰國人期待已久（因

為上年沒有慶祝）。然而，最終希望幻滅，換來的是第三波疫情，我們

打算 6 月回港述職的希望也就更渺茫了… 

 

我們 6 月將會舉家搬到泰國南部 Surat Thani 省事奉，因為孩子

要進行入學面試，我們又要找屋租住，所以在潑水節假期前我們又到

南部走了一趟。感恩的是我們能及時出發，因為曼谷的疫情嚴峻，其

他省份開始「封關」，也感恩我們能夠平安回到曼谷，而且來回都不用

隔離。假期後全泰國的學校又再進行網上學習，朗、樂長期留在家，

一家人多了時間相聚卻又無可避免地影響到我倆的語言學習。 

 

泰國第三波疫情前我們的事工發展： 

自 2 月開始，阿小逢週三晚參與她的 

泰國朋友芳美的小組，觀察並學習泰國人 

帶小組的模式，也嘗試跟他們一起去探訪， 

幫忙照顧小孩等，還有幸被慶祝生日呢！ 

小組探訪 

 

3 月頭我們 Parenting Group 團隊主動

出擊，租借場地舉辦了一次講座，分享以聖

經為本的育兒理念，邀請孩子學校的家長參

與。之後我們乘勢於月尾開辦 Parenting 

Group 2.0，以泰文版的 Alpha Parenting 

Children Course 為藍本，分享育兒心得，

又向未信者傳福音。十分感恩，第一堂已有

泰國人信主！ 

牧師分享@講座 

 

 

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號匯達商業中心 9樓    

電話: (852)2810-9933  電郵: mission@ccmhk.org.hk    

 

2021年 5月 哈海山、馮惠茵宣教士   

工場：泰南           

mailto:mission@ccmhk.org.hk


 

社區服侍方面，教會的服事小隊轉到 

一個更有需要的地方，不但有很多露宿者， 

也有不少妓女，環境複雜。哈山出隊參與 

服侍，會派飯、派水、派福音單張，又會 

為有需要人士祈禱祝福及邀請人信耶穌。 

感謝天父，與泰國人彼此配搭下，哈山也 

有機會領人歸主。                            社區服侍 

 

6 月搬到泰南後我們的生活變化︰ 

近期我們一家的心情都變得複雜起來，有興奮雀躍，也有不捨和

擔心。孩子的表達是最直接的，簡單一句︰「不想！」已令我倆束手

無策，我倆又何嘗沒有想過留在曼谷事奉呢？事實上，曼谷的朋友、

合作事奉的同工、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捨不得我們離開，石、昱也提議

我們可以遲些才下到泰南。然而，我倆心中的呼召仍然是堅定的，泰

南基督徒更少，福音的需要更大。 

 

回想當初，我們有意效法保羅織搭帳棚為生(徒 18︰1–4)，所以

生活上的開支，包括買車、租屋、衣食住行等費用一直都努力自行負

擔，只餘下孩子的學費及相關宣教費用需要弟兄姊妹奉獻支持。一年

多過去，神的恩典豐足，我們一家未有任何缺乏！6 月以後，我們希

望把孩子絕大部份的學費扣除，嘗試自行再承擔多一點，讓大家給我

們的奉獻只留作工場的事工費、語言學習及保險等需要。疫情對全球

以致教會都帶來重大的影響，我們希望與教會共渡時艱，減輕弟兄姊

妹的負擔。我們亦希望鼓勵更多弟兄姊妹以雙職身份參與宣教，推動

全民參與。雖然我們並沒有十足把握可以「自給自足」，但我們仍然希

望用未來兩年時間，看看上帝的心意如何。 



 

哈山現在並無工作，所以沒有收入，阿小的被動收入亦會慢慢減

退。我們會繼續協助籌辦但以理國際學校，但將來哈山能否成為當中

的老師便要看上帝的帶領了。在學校正式運作之前，我們會嘗試用積

蓄做點小生意，希望可以賺取生活所需。營商亦是一個平台讓我們可

以接觸更多在職的泰國人。我們現在構想的營商類型包括：café /餐

廳、語言中心、貿易公司、中介公司等(如果大家有興趣，歡迎合作)。 

 

當抬耶和華全地之主約櫃的祭司，腳掌踏入約旦河水裏的時候，

約旦河的水，就是從上往下流的水，必然中斷，豎立成壘。(書 3︰13) 

 

代禱需要： 

1. 感恩朗、樂成功通過泰南一間小學的入學試，8 月可入讀小

五及小三。 

 

2. 請為泰國禱告，第三波疫情下泰國每日新增數字高達 2500

宗。孩子不能上學，哈小的泰文進度又再受阻，泰國經濟更

受到嚴重打擊。 

 

3. 求主保守我們一家順利搬到泰南，特別是孩子能盡快適應。 

 

回應表︰http://bit.ly/hasiu 
 
 
 
 
 
 

 



 

2021 竹居台應付不敷 

1 目標：向弟兄姊妹分享需要，目標：240 萬 

1.1 我們現有宣教工人 22 個單位，讓支持者可以建立網上祈禱平台 

1.2 向各堂分享不敷 240 萬，以一萬為一個單位，需要 240 個單，

請各堂推薦弟兄姊妹聯合支持，可應領若干單位，可一次過支

持 1 萬元，或每月支持 1 千元為期 10 個月。 

 

2 推動方式： 

2.1 請各堂報告，填寫竹居台網上籌款 GOOGLE FORM， 

2.2 奉獻方法： 

2.2.1 奉獻可透過各堂代轉（按各堂規定） 

2.2.2 直接網上奉獻竹居台轉數快識別碼：166043489，並螢幕

擷圖致 90617000 之 whatsApp 或 Signal 便可，奉獻經核

實後便會安排收據。 

2.2.3 直接寄支票：抬頭「竹居台協會有限公司」，地址：香港柴

灣常安街 77 號發達中心 12 樓 B 室 

 

3 公開認獻表格 

3.1 向弟兄姊妹呼籲，支持 22 個宣教單位，以 1 萬作單位，需要

240 個單位， 

3.2 發出宣傳籌款表 

3.2.1 願 意 每 日 為 宣 教 工 人 祈 禱 ： 宣 教 工 人 姓 名

_________________，（會安排網上同行祈禱會） 

3.2.2 願意支持宣教工人： 

3.2.3 □$10,000 

3.2.4 □____________ 

3.2.5 □願意每月支持$1,000，為期 10 個月 

3.3 個人資料 

3.3.1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2 堂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3 電郵或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發出電

子收據）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招聘啟事 

 

1）教牧兩名 

 牧養學生、職青或家庭群體； 

 需神學畢業； 

 認同小組牧養理念，團隊精神，成熟。 

 
2）行政助理一名 

 協助主任牧師執行教會行政事務； 

 管理行政幹事及庶務員之職務； 

 大專畢業或以上學歷，具兩年或以上行政相關 

工作經驗； 

 具事奉心志，有良好溝通能力、能獨立工作；  

 需於週六及週日工作，每週工作五天半。 

有意者請將履歷表電郵至 stc@cccstc.org 或寄交沙田石門

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遴選

小組收，信封面請註明應徵之職位。（申請人資料只作招聘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