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一年六月五、六日 
週六午堂：4:30pm(幼稚園) / 週日早堂：9:00am(幼稚園) / 週日午堂：11:00am(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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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聖餐（上）                                         佘健誠牧師 

  基督新教認為教會只有兩個聖禮，就是洗禮和聖餐禮，兩者都是主耶
穌所命令和吩咐，也是初期教會成立時重要的禮儀和聚會，聖經說：「於
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都恆心遵守使徒
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徒二 41-42）現時香港一般教會都
是每月一次在崇拜中舉行聖餐儀節，當然也有些獨立堂會，將聖餐儀節中
崇拜中抽出來，自成一個聖餐聚會，而是每星期舉行的，但無論如何，信
徒透過守聖餐來記念主耶穌昔日的受害和受死，不過，今日信徒對「聖餐」
有多少的認識？信徒經常守聖餐，其意義、目的、益處又是甚麼呢？故此，
筆者透過這篇文章與大家一起論「聖餐」。 

  不同教會傳統對聖餐有不同的理解，在天主教的彌撒（又稱感恩祭）
的結構中，包括：進堂禮、聖道禮儀、聖祭禮儀和禮成。而「聖祭禮儀」
就是今日基督新教／更正教所講的「聖餐」，在這環節，天主教徒要前往
祭台前領取聖體（或聖血），他們相信無酵餅和葡萄酒在神父祝聖時化成
基督的身體和寶血，天主教視領聖體為與上主結合共融，但這觀點是許多
基督新教／更正教不認同的（當然最接近這個理論的是信義宗的教會，如
信義會、路德會和崇真會等），而福音派教會如浸信會，稱聖餐為「主餐」
（The Lord’s Supper），他們守聖餐時，是主要記念主耶穌為了救贖人類
而犧牲自己的生命（當然有些福音派教會，如宣道會和播道會，雖然以「聖
餐」稱呼，但實質是「主餐」的觀念）；也有些獨立教會稱聖餐為「擘餅」
（The Breaking of Bread）或愛筵（Agape Feast），這些教會通常注重「一
餅一杯」的聖餐；至於中華基督教會和一些改革宗教會的聖餐，英文是Holy 

Communion，是「神聖的溝通／神聖共融」的意思。在聖餐時，信徒們與
耶穌在靈性上接連，正如使徒保羅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
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二 20a）在每一次守聖
餐時，我們定要重新檢視我們是否決心，背起十架來跟從耶穌，學像耶穌
為了人類的救贖與福祉而努力。 

(下頁續) 
 
職場事工顧問： 

代堂主任： 
張大華牧師 
佘健誠牧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沙綠區) 

宣 教 師： 呂彩嫺宣教師(沙勉區) 
黃慧貞宣教師(沙苗區) 

牧    師： 王桂芳牧師(沙勉區、沙星區、沙龍區、沙宣區) 鄭詠怡宣教師(沙靖區、沙奮區、敬拜區) 
 陳智衡牧師 鄭嘉慧宣教師(沙少區、沙約區、沙泉區、 

執    事： 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 沙旺區、沙綠區) 

 司徒麗燕執事、林偉漢執事、莫苑萍執事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沙奮區) 
行政同工： 蔡碧翠、蔡榮欣、張雪瀅 工    友： 張嘉輝、關自力、陳達文   



 

(接續上頁) 

  在新約聖經中，有關聖餐的設立有四個記載，分別是使徒保羅所承接

的傳統（林前十一 23-25）和三本符類福音的記載（太廿六 26-28；可十四

22-24；路廿二 15-20），而使徒行傳也明確記載自初期教會起已有聖餐的

聚會（徒二 42，46；二十 7），但無論如何，聖餐是主耶穌在地上所設立

和吩咐，目的是要叫信徒藉著聖餐去記念祂為人類的救贖大功（受害和受

苦），聖經說：「耶穌對他們說：我很願意在受害以先和你們吃這逾越節

的筵席。我告訴你們，我不再吃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國裡。耶穌接過

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這個，大家分著喝。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

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神的國來到。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

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

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

出來的。」（路廿二 15-20）主耶穌在受害之前，與門徒一起吃逾越節的

晚餐，也是主耶穌與門徒的最後晚餐，主耶穌在這個晚餐中，加以象徵和

屬靈的意義，透過當時猶太人在晚餐中常「吃的餅（無酵餅）」和常「喝

的葡萄汁」來象徵或代表祂的身體和血，為眾人而捨和流血，並要求門徒

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主，但無論如何，聖餐不單是一個外表的儀節，或

只是一個記念，根據以上的經文，主耶穌設立聖餐，並賦予聖餐有以下各

方面的豐富意義： 

1. 上主施恩的工具（使罪得赦）。 

「這是我立約的血，為許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太廿六 28）所以

信徒每次領受聖餐時，以謙卑及悔罪的心去領受，都能得享赦罪的應

許。 

2. 記念主的死和救贖。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

明了。」（羅五 8）再者，主耶穌設立聖餐時，吩咐門徒要如此行，為

的是記念主。（路廿二 19）所以，信徒每次守聖餐時，都是記念被釘死

十架和復活的基督，而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和救贖，已彰顯基督對

全人類的愛。 

3. 更新與主所立的新約。 

耶穌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路廿二

20b）這是上主與信徒立約的記號，這新約是藉着主耶穌基督的寶血做

成的，當信徒每次領受聖餐時，再一次提醒他們已經在上主的恩約之

中，也是他們與主再一次更新關係的時候，信徒重新向上主立志和委

身。 



 

4. 等候主再來。 

聖經說：「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林前十一 26）有人認為聖餐是預嚐天國的筵席，是一個充滿盼望的
慶典，因為耶穌基督已勝過死亡而復活，凡相信耶穌的人必得著永生，
所以，信徒守聖餐時再次得到提醒，主必會再來，信徒要在地上要活
出信仰，預備自己來迎接基督的再來。 

5. 信徒與基督的聯合和契通。 

聖經說：「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
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林前十 16）信徒領受餅和杯，就
是領受基督的身體和寶血，表明信徒在基督裡有份和與基督聯合，也
藉著領受聖餐，與基督契通，經歷基督的同在和幫助，聖靈亦透過領
受餅和杯將恩典賜給信徒。 

6. 信徒之間的合一和團契。 

聖經說：「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
個餅。」（林前十 17）信徒雖多，仍是一個餅，表明信徒彼此在基督裡
是合而為一的，大家同屬基督的身體，而透過一起領受聖餐，同分一
個餅，也是聖徒相通和相交的聚會，藉此建立信徒之間彼此的團契和
關係。 

  故此，聖餐不是單單外在的儀節和純粹記念主而已，而是包含很豐富
的意義和目的，每月信徒在崇拜中領受聖餐時，有沒有達到這些意義和目
的呢？盼望每一位信徒守聖餐時，謹記守聖餐的意義和目的，讓聖餐不單
記念主的死和救贖，也成為信徒靈命成長的途徑，使信徒透過聖餐與上主
和信徒彼此聯繫和相交，從中建立彼此的關係。 

參考書目和文章： 

１． 郭乃弘。《改革宗教會的聖禮》，出版社：中華基督教會廣福音。2011。 

２． 《孩童領聖餐》，出版社：道聲出版社，2017。 

３． 鄭仰恩。《淺論聖餐》。 

４． 《第一課  基督教聖禮的發展》。沙田惠荃堂聖禮課程。
http://www.stwtchurch.org/files/2019_lesson1.pdf。 

５． 袁天佑。《聖餐（一）憑信心同領聖餐》，4-5/6/2011 聖餐主日講道
撮要。 

http://hkg.methodist.org.hk/wp-content/uploads/2014/11/Summary-1.pdf。 

６． 佘健誠。《認識聖禮（教師本）》，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洗禮班課程。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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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梁亦璇 / 蘇家淳 / 莫苑萍 
 

讀  經                     哈巴谷書 3:17-19 

 
宣  道           哈巴谷的自肥企画           邢福增教授 

 

奉  獻               歌聲 /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 在乎祢 
 

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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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邢福增教授蒞臨證道，
不勝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4-8/6(五至二)謝駿麒宣教師放假，請記念。 

4. 2021 年 6 月份聖餐將於第二和第三個星期在崇拜內舉行，
即 12-13/6(下週六日)及 19-20/6(週六日)，請弟兄姊妹預備
心靈，記念主恩。 

5. 溫馨提示：今星期六（5/6）開始，沙田培英中學課室可借用
作小組聚會之用，（培英只限星期日，幼稚園只限星期六和
日），如須借用，請於每週五下午 5:00 前向教會辦公室登記。 

6. 2021 年 3-4 月財政報告，現可於週刊及沙田堂網站查閱。 

7. 周劉秀芬姊妹之安息禮拜謹定於 9/6（三）上午 11:00 於大
圍寶福紀念館二樓 D 寶華堂舉行，靈柩將於中午 12:00 奉
移富山火葬場進行火葬禮及火化，請弟兄姊妹禱告記念。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當轉眼仰望耶穌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詩集：青年聖歌 I，36  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當轉眼仰望耶穌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定睛在祂奇妙慈容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 And the things of earth will grow strangely dim 
世俗事必要顯為虛空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神的良善 Goodness Of God 

曲、詞：Jenn Johnson / Ed Cash / Jason Ingram / Ben Fielding / Brian Johnson 中文譯：新店行道會 版權屬 Bethel Music所有 

1. 主我愛祢 祢的憐憫永不改變  
每一天 祢的恩手扶持我 

清晨當我睜開雙眼 直到我躺臥  

我要歌唱 神的良善榮美 
2. 祢的聲音 領我經過水火試煉  
黑暗中 如此親近我的靈 
祢是我的天父 祢是我良友 
一生活在 祢的良善榮美 
副歌：一生信實對我顧念 
一生美好待我 到永遠 
一切所有生命氣息 

我要歌唱 神的良善榮美 
*祢良善永看顧我 永伴隨我生命 
祢良善永看顧我 永伴隨我生命 

當我降服祢 我獻上生命 
所有全屬於祢 

祢良善永看顧我 永伴隨我生命* 

1. I love You Lord Oh Your mercy never fails me 

All my days I've been held in Your hands 

From the moment that I wake up Until I lay my head 

I will sing of the goodness of God 

2. I love Your voice You have led me through the fire 

In darkest nights You are close like no other 

I've known You as a father I've known You as a friend 

I have lived in the goodness of God 

Chorus: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faithful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so, so good 

With every breath that I am able 

I will sing of the goodness of God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With my life laid down, I’m surrendered now, 

I give You everything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樹 

曲：Justin Rizzo  中文譯：郭靜汶  版權屬孵化箱事工所有 

我深渴望不被動搖 不被震動 好讓我向深處扎根 在祢裡面不被動搖或震動 
副歌：而我 我渴望成為一棵樹 栽種在溪水旁 是活水的泉源 

*這是我的詩歌 這是我禱告 到末後 到末後* 
 
歌聲 

曲、詞：清泉  版權屬清泉所有 

全地震動 眾山傾倒於海心 我決不會動搖 
大海匉訇 眾水擊打於我身 我要高歌讚頌 

*日頭昏暗眾星無光 我仍渴想等候 秋雨降下看見甘霖 各族各方唱出新歌* 
副歌：眾山歡呼 列國頌揚 這歌聲宣告 祢必拯救 眾水順服 萬邦俯拜我主 

叫天歡喜 叫地快樂 遍地也高舉祢 我神永遠與我同在 
鼓瑟響起 號角吹奏 這歌聲呼喊我主得勝 眾心甦醒 站穩於這救恩 

止息刀兵 直到地極 世代已歸於祢 我王的國度降臨 
**縱然無花果樹未發旺 葡萄樹拒絕結果 神恩典讓我收割喜樂 
看著田野竟漸變荒漠 羊群也盡都消亡 但神大愛為我栽種盼望**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來高聲唱 

詩集：傳耶穌 3，9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來高聲唱 來高聲唱 讓我們來讚美尊崇大君王(x2) 

惟有祂配得讚美 因祂是主 昔在 今在 快來君王 

萬膝要跪拜 萬口都要承認 

祂是主耶穌 祂是主耶穌 祂是主耶穌基督 

 

全地宣告 

1.全地宣告 榮耀復活救世主 祢是配得 救世主耶穌榮美 

2.我要宣告 榮耀復活救世主 被殺羔羊 世人得與神和好 

副歌：祢是永永遠遠 在寶座上羔羊 

歡欣跪拜我主 我只想敬拜祢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曲：吳華樂 詞：吳華樂、溫仁和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我要尋求祢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裡我尋求祢 

2.主我是軟弱及無助 祢卻是我的力量 

以祢親切的手引導我 那就是我的得勝 

副歌：每一次我禱告 我搖動祢的手 禱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禱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鋪平 使列國歸向祢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祢的救恩是我盼望 

雖然橄欖樹不效力 也許葡萄樹不結果 

我仍因救我的神歡欣快樂 

副歌：我要讚美 無論得時或不得時 

我要讚美 每天從日出到日落 

我心堅定於祢 每天讚美不停 

我要讚美 跳舞讚美 我要讚美 自由讚美 

大聲歡呼祢是永遠得勝君王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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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天父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天父 祢滿有憐憫 滿有慈愛饒恕的恩典 

醫治釋放我的心 慈愛雙手緊緊擁抱我 

2.天父 祢滿有慈愛 靠近一切尋求祢的兒女 

我的心何等渴慕祢 回轉像小孩子親近祢 

副歌：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從我心深處呼求祢名字 

打開心門領受祢大愛 祢是最愛我的阿爸父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從我心深處呼叫祢阿爸 

高舉雙手領受祢應許 阿爸天父我真愛祢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親眼看見祢 

曲、詞：鄧淑儀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有祢 我生命不一樣 有祢 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 我不害怕困難 有祢 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 深處裏求告祢 祢在 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 我堅固避難所 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副歌：太陽還存 月亮還在 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 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在乎祢 

曲、詞：伍偉基 版權屬以琳之泉使團所有 

祢的慈愛比天高 比海深 比我的生命更好 祢憐憫受傷痛苦的人 

祢的能力比風強 比山高 沒有難成的事情 覆庇軟弱無助的生命 

副歌：祢的眼睛看著我 從來沒有離開我 我是祢寶貝重價贖回的人 

祢伸出施恩的手 把我緊緊擁抱 我平安 我生命 在乎祢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六月五、六日 

講員：邢福增教授 

講題：哈巴谷的自肥企画 

經文： 19-3:17哈巴谷書  

17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

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 

18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19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

穩行在高處。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六月五、六日 
講題： 哈巴谷的自肥企画 講員： 邢福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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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賜福弟兄姊妹的屬靈生命成長，更多渴慕主的

心，聖靈的真理所指引，主膏抹他們的生命，發揮主給他們的才幹、
恩賜和經驗，在這世代活出主給他們的異象和見證。經歷主的信實
和大能！ 

2. 求主幫助弟兄姊妹領受聖餐時，能經歷到 1.使罪得赦應許。2.記念
主的死和救贖。3.更新與主所立的新約。4.等候主再來。5.信徒與基
督的聯合和契通。6.信徒之間的合一和團契。 

3. 感謝主上週(30/5)早午堂崇拜共有 9 位(早堂 6 位，午堂 3 位)新朋
友參加！主帶領和感動他們來一起敬拜主！求主堅定他們認識和信
靠主的心！並繼續參與崇拜，更多與主及與弟兄姊妹結連，經歷主
的愛和恩典。 

4. 感謝主的預備，上週堂會已通過聘任了新的宣教師，與同工和領袖
們一起事奉，與弟兄姊妹一起同行！ 

執事 
1. 請為司徒麗燕執事代禱，她與柏哥會於 6 月中回港，求主保守行程

及回港隔離安排都順利。請為孫女的皮膚濕疹禱告，求主醫治。 
2. 請為莫苑萍執事代禱，最近她有耳嗚情況，求主醫治她，讓她得到

康復。 
宣教同工：請為哈小家庭代禱 
1. 六月中他們一家會搬到泰南事奉，求主賜智慧讓他們與同工們有好

的配搭。 
2. 八月開始兩個兒子入讀泰南新學校，希望順利適應。 
3. 求主保守泰國疫情受控，泰民生活得回復正常。 
神學生： 

請為沙宣區葉智軒弟兄代禱，感謝主！一年的學習進入尾聲，隨之
而來，他就要進入一年的實習階段（崇真會救恩堂。於 19/6 開始。
為期六週全時間實習）。祈求主讓他可以帶著祝福進到實習教會，
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主的恩典和豐富。又祈求主讓他的家庭可以適
應他新的作息時間，希望有更多有質素的相處空間，願主恩待。 

肢體： 
1. 請為沙勉區陳金煥姊妹代禱，她於 5/6 進入安老院住，求主賜福她

有好的適應，並有好的復健後，可以返家生活。 
2. 請沙勉區曾金容姊妹代禱，她留院已檢查肝同腎功能，求主醫治她，

賜醫生智慧找出病因，有好的治療，恢復健康，主賜她信心，一切
交託主，除去一切憂慮。 

香港： 
請為抗疫的重要方法(接種疫苗)代禱，求主幫助政府釋除市民的疑
慮，可以放心接種，並賜智慧給市民得到有效的資訊是否適合接種
疫苗，求主指引。 



 

 
                                                                                                                                                   

   



 

2021年 3月份財政報告 

收支分析表 
                                               

2021年 4月份財政報告 

收支分析表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 

同工 

聖餐 

襄禮 
司事長 司事 

12/6 

午堂 
李皓昕 

陳智衡

牧師 

主在聖殿中 

（傳道書 5:1-7） 

謝駿麒 
陳智衡 

謝駿麒 
朱銘珊 

杜穗菁 

陳錦儀 

13/6 

早堂 
盧俊傑 呂彩嫺 

羅偉真 

呂彩嫺 
呂愛 

羅偉真 

林麗華 

午堂 鄭嘉慧 鄭詠怡 
莫苑萍 

鄭詠怡 
何錦昌 

藍銳凌 

甄國文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21年 5月份堂委會議決摘要 

1. 通過聘請鄧穎頤宣教師為本堂宣教師。 
 

2. 通過追認 2021 年聖靈降臨節洗禮名單。 
成人洗禮：黃可欣（沙龍區）、邱凱琪（沙少區）、 

吳穎（沙少區）、陳青汶（沙 TY 區）、 
吳炳安。 

堅信禮：陳思允（沙少區）。 
嬰孩洗禮：陳宇帆和陳宇琛（父：陳家驊，母：黃旭葵）。 
 

3. 通過接納 2020 年核數報告。 
 

4. 通過特別會友大會的安排和議程。 
 

5. 通過有關外來講員（崇拜，裝備站，專題講座和營會）車敬的
調整。崇拜外來講員的車敬調整為$600 一堂；裝備站、專題講
座和營會外來講員的車敬調整為$800 一堂。由 2021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行。 
 

6. 通過邀請方淑妝堂委和羅偉成堂委加入「購堂研究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