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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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聖餐（下）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佘健誠牧師

何謂「聖禮」？「聖禮」（sacraments）一詞，是從拉丁文 sacramentum
演變而來的，天主教漢譯為「聖事」，基督新教漢譯「聖禮」，東正教與
之對應的名稱是奧蹟（Holy Mysteries）。他們認為聖事／聖禮不僅僅是象
徵記號，而是天主／上主使用這些被正確執行的聖事作為對忠實信徒傳播
恩典的工具。基督新教傳統定義聖禮為傳達神聖恩典的儀式和傳遞內在精
神恩典的外在標記。現時基督新教深受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1517 年）的
影響，認為教會只有兩個聖禮，就是洗禮和聖餐禮。而所持的理據與路德
的相同，也是出於兩種原則：第一，是由耶穌基督親自設立的；第二，是
讓信徒藉著這看得見的禮儀去明白、了解上帝那看不見的恩典。當然現時
有許多福音派的教會不將「洗禮」和「聖餐」視為聖禮，認為這些只不過
是教會的禮儀，並沒有任何「神聖」或「上主介入」之處，尤其是「聖餐」，
的確，歷代對「聖餐觀（餅與杯）」有不同的看法，筆者歸納如下：
 「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這是天主教的主張，這主張是由天特
會議（1543-63）所確立，這主張認為經司鐸祝聖（consecration）後的
葡萄酒／葡萄汁和無酵餅的本質變了，變成基督的真正的血和肉，當
然這是內在，而不是外在的變化，而每次聖餐舉行時，代表基督再一次
為信徒自己為祭牲獻上，這是聖祭（或稱彌撒 mass）
，領受聖體的信徒
所犯的罪得到赦免，但帶至死的罪（mortral Sins）不可領受聖體，須先
行告解禮，經司鐸的宣赦（absolution），否則褻瀆聖餐。
 「同質說」
（Consubstantiation）。這是馬丁路德所主張的，這主張認為
在聖餐中，基督的身體和血與餅和酒同時存在（in，with and under the
elements），即餅和酒祝福後，基督存在於餅和酒之上之下與之內，領
聖餐者真實領受基督，而領聖餐者在聖禮中得益，是基於對所宣讀神
的話語的領受，信心得堅固，罪得赦免。
 「聖靈臨在／同在說」
（Spiritual Presence instead of Real Presence）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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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爾文所主張，也是中華基督教會對聖餐的神學立場。這主張是認
為基督在聖餐中的屬靈臨在／同在。聖餐是基督給信徒愛的印記，給
他們約中應許的保證，而信徒在聖餐中與聖餐相通，領受基督的恩惠
和生命力，也是信徒在基督裡信心和順服的回應。的確，從這個觀念，
中華基督教會對聖餐有以下兩個理解：
 聖餐最核心的意義是恩典。聖餐乃上主施恩的作為與工具，信徒藉
領餅與杯，同受恩典，與主契合，合一相愛。
 領受聖餐，就是感謝上主預備恩典；紀念基督成就恩典，讓基督進
入生命之中，帶領人生路；領受聖靈所賜恩。
 「紀念說」（Commemoration）。這是慈運理所主張，也是許多福音派，
如：浸信會、播道會和宣道會等對聖餐的神學立場。這主張反對藉物質
領受屬靈的恩典，他們不會視聖餐為「聖禮」，因為他們認為基督根本
不會在聖餐中實質上或屬靈上的臨在，故聖餐沒有任何神聖可言，只不
過是教會一個禮儀，而聖餐的目的是在於紀念基督的死與贖罪的事實，
是基督在世的設立和吩咐的。
故此，對「聖餐觀」有不同的看法，就有不同的實踐，雖然中華基督
教會在國內的時候，起初是來自不同宗派所組成的聯合教會，但現時香港
的中華基督教會，只來自長老會和公理宗的教會，故中華基督教會是贊成
加爾文「聖靈臨在/同在說」的主張，視聖餐為「聖禮」，所以，對聖餐有
嚴格的要求和安排，不是隨便舉行和必須按規矩去進行，正如近年香港因
在疫情而教會沒有實體聚會，在這期間，本堂多次探討「網上聖餐」可行
性，但經過諮詢區會的意見後，決定不進行「網上聖餐」，因為區會的「信
仰與禮儀小組」及「神學牧職部職員會」曾多次討論這課題，最後認為「網
上聖餐」不符合本會的「教會觀、聖禮觀和聖職觀」，故不贊成或不建議
本會屬下的堂會舉行「網上聖餐」聚會，當然香港有許多福音派教會，尤
其主張「紀念說」的教會，都是贊成「網上聖餐」聚會，因為他們認為聖
餐，不是「聖禮」，只是主餐和紀念主的聚會。
另外，現時一般教會只有牧師才可主禮聖餐（本會規定在特特殊情況
下，而又無從請到本教會牧師主禮時，執事得主理聖餐禮）和只接受已受
洗（成人洗禮）的信徒領受聖餐，當然現時香港有些教會，如：聖公會、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和崇真會等，贊成或容許已接受嬰孩/兒童洗禮者領受
聖餐，而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也於 2019 年在神學牧職部都同樣通過這
些條例，就是凡接受水禮者，不分年齡，均可領受聖餐（筆者稍後會透過
封面文章和講道，與大家論述「兒童領聖餐」這個課題）。
但無論如何，信徒要按教會的規矩去進行聖餐聚會，不可隨便或隨意
或輕視，也不可馬馬虎虎去領受聖餐，必須嚴肅面對，正如使徒保羅指責

當時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對聖餐所造成的混亂，聖經說：「第一，我聽說，

你們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我也稍微的信這話。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
門結黨的事，好叫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你們聚會的時候，算不得吃
主的晚餐；因為吃的時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飯，甚至這個飢餓，那個酒醉。
你們要吃喝，難道沒有家嗎？還是藐視神的教會，叫那沒有的羞愧呢？我
向你們可怎麼說呢？可因此稱讚你們嗎？我不稱讚！」（林前十一 18-22）
所以，使徒保羅嚴嚴提醒他們說：「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
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
喝這杯。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林
前十一 27-29）原來使徒保羅認為信徒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是嚴
重罪行，因為他們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原來使徒保羅視聖餐中
的餅和杯，是基督的身體和寶血，信徒不得冒犯基督的身體和寶血，這樣，
聖餐不是單單「紀念說」，否則，使徒保羅不會這樣說，從聖餐的意義和
以上的經文給我們看見信徒領受聖餐時，應有以下的態度：
 心存感恩。主耶穌在設立聖餐時，為餅和杯「祝謝」
（Eucharistein）
，
「祝
謝」就是「感恩」
，故在領受聖餐時，應心存感恩，再次感謝主耶穌為我
們犧牲，把我們從罪惡拯救出來，並用祂的寶血潔淨我們的罪，並賜下
救恩。
 省察自己。上主是聖潔，來到上主寶座面前的人必須要聖潔，故信徒在
領受聖餐前須省察自己，有沒有地方仍未向上主認罪，也要檢視自己有
沒有「不按規矩吃主的餅，喝主的杯」，並求上主赦免所犯的罪，立志
離開罪惡。
 心存敬畏。提醒自己是在領受基督的身體和寶血，必須要帶著恭敬謙卑
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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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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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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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基督教耀安教會主任牧師周力榮牧師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
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本堂行政助理伍志祥弟兄於上星期一（19/7/2021）以個人理由向教會
請辭，並即日離任，請記念。

4. 沙田堂特別會友大會於 15/8（日）週日午堂後（約下午 1 時正）舉行，
地點為沙田培英中學一樓學生活動中心。有關議程和通知信將本星期六
日派發，請各會友預留時間出席，歡迎弟兄姊妹列席。

5. 因博康幼稚園開始放暑假，由現在開始至 2021 年 8 月 15 日，可在平
日晚上（6:00PM-10:00PM）博康幼稚園所有地方（禮堂，課室及親子室）
作小組，會議及牧區聚會之用，凡借用者請致電辦公室登記及申請，並
請緊記在幼稚園範圍內不得進食和記得用完枱和椅子之後，請用消毒紙
巾抹治，椅子和放回原處

6. 因配合沙田培英中學禮堂進行裝修工程，故 25/7，1/8，8/8，15/8（星
期日）這段期間，週日午堂崇拜延遲至早上 11:30 舉行，地點仍然在在
一樓學生活動中心，請弟兄姊妹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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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彩嫺

鄭嘉慧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耶穌正在這裡
曲：Bo & Elsa Jarpehag 詞：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耶穌正在這裡 耶穌正在這裡 祂寶血為你而流潔淨祢心 祂大能話語醫治你的身體
祂聖靈釋放你得自由生命 耶穌正在這裡
耶穌正在這裡 耶穌正在這裡 祢寶血為我而流潔淨我心 祢大能話語醫治我的身體
祢聖靈釋放我得自由生命 耶穌正在這裡

何等榮美的名 What a beautiful Name
曲：Ben Fielding & Brooke Ligertwood 中文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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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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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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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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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You were the Word at the beginning
One with God the Lord Most High
Your hidden glory in creation
Now revealed in You our Christ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y King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Nothing compares to th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2. You didn’t want heaven without us
So Jesus You brought heaven down
My sin was great Your love was greater
What could separate us now
What a wonderful Name it is
What a wonder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y King
What a wonderful Name it is
Nothing compares to this
What a wonder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What a wonder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 Death could not hold You The veil tore before You
You silence the boast of sin and grave
The heavens are roaring The praise of Your glory
For You are raised to life again
You have no rival You have no equal
Now and forever God You reign
Yours is the kingdom Yours is the glory
Yours is the Name above all names
3. What a powerful Name it is
What a power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y King
What a powerful Name it is
Nothing can stand against
What a power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Break Every Chain
Written by Will Reagan Copyright 2009 United Pursuit Music and Will Reagan Music

1. There is power in your name of Jesus (X3) To break every chain (X3)
Chorus: All sufficient sacrifice So freely given
Such a price Our redemption Heaven’s gates swing wide
2. There an army rising us (X3) To break every chain (X3)
Bridge: I hear those chains falling

親愛的聖靈
曲、詞：游智偉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親愛的聖靈來充滿我 親愛的聖靈 來充滿我的心
親愛的聖靈來充滿我 親愛的聖靈 來充滿來充滿 來充滿我的心

安靜
詞：鄭懋柔 曲：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安靜讓平安入我心 深深知道祢是我的神 風浪讓我靈更堅定 在我身旁祢使風浪平息
副歌：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祢陪我走向應許之處
充滿盼望 我一生要敬拜 生命滿有祢的印記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一首讚美的詩歌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讓那讚美的聲音 在這空間響遍 讓那敬拜的心聲 永不休止
讓我心中所有意念 此刻都交主的手裡 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
副歌：人活著原是要歌頌讚揚 創造我的主 祢是配得榮耀
人活著原是要將榮耀歸祢 一首讚美的詩歌 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

祢讓我生命改變
詞、曲：陳方榮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祢恩典豐富極深厚 每天保守 每一刻供應是足夠 夜深和白晝
頌讚祢 讓我生命改變 每刻在引牽
頌讚祢 萬世千載不變 身心皆奉獻
2.祢施恩普世像天雨 傾福於世間 細心的把我在看顧 關心無間
憐憫我 讓我生命改變 愛心日倍添
願靠祢 面對新的挑戰 身心皆奉獻

祢許可
曲：吉中鳴 詞：唐桂成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挫折有祢許可 要讓祝福漫過 至死痛楚要將生命加多
祢破碎我一切 卻換上更多恩惠 榮耀路徑必有淚涕
副歌：誰肯放棄自救 才將救恩識透 葡萄被壓才得釋放釀出新酒
人生到了絕處 才知道愛的深處 才能盛載神恩豐滿傾注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曲、詞：霍志鵬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者使團所有

在這遍乾旱土地 沒有豐足的收穫 願祢察看施憐憫 賜春雨滋潤大地
是祢永看顧的恩義 叫我眾永不驚惶 現我以信心回應 獻上迫切的禱告
副歌：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藉已成就的禱告 讓我開始認識主大能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像戰士激發熱心 顯明祢是獨一的主 是祢永遠作王

堅守作精兵
詞、曲：黑叔叔

深不可猜透 痛都只好承受 想掩蓋著我心房 你是你的身影
聽此刻傾聽 看光境多奇妙 心走過落魄蹉跎 眼淚擦乾飄渺
*來吧 放下重擔 解開枷鎖出黑暗 每步每步邁開踏破
憑藉赦罪救贖 全然付出 不會怯懦 帶著使命勇氣奔跑不竭*
副歌 1.常緊緊依靠主 在我心中永恒不改變 傳揚祢浩恩 翻過千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祢駕著 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求主充滿我心
副歌 2.齊堅守作精兵 立志去爭戰並已誇勝 無牆教會中 宣告祢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祢駕著 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求主充滿我心
**榮光普照全地 求主充滿我心 榮光普照全地**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到永遠
曲、詞：李顯雋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1. 父啊我們來到祢寶座前 高唱聖潔歸我主
凡曾失喪的受恩典的一同加入 同唱耶穌聖名唯一的歌
2. 被殺羔羊三天後復活 帶走我們的墳墓
凡曾被困的被更新的都要加入 唱哈利路亞祢已得勝
*主在我們身邊 讓我們恐懼的你在哪裏
主已勝過死亡 毒鉤不能夠阻擋我們大聲宣揚*
副歌：主祢真偉大 祢的榮美超過一切 從古直到永遠 祢同在不改變
祢信實不放棄直到永遠 主祢真偉大 唯有祢是超過一切
公義慈愛的主 永活全能真神 榮耀全歸祢直到永遠 到永遠

祢真好
曲、詞：Kari Jobe 中文譯：趙治德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祢慈愛使我回轉向祢 祢良善吸引我靠近 祢憐憫呼召我更像祢 祢恩典滿足我心
在每一天喚醒我靈讚美 用我全心來歌唱
副歌：祢真好 祢真好 祢真好 祢憐憫直到永遠
**祢慈愛直到永遠 祢良善直到永遠 祢憐憫直到永遠 到永遠**

展開清晨的翅膀
曲、經文摘編：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耶和華 祢已經鑒察了我 我坐下我起來 祢都已曉得
我行路 我躺臥 祢都細察 祢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我舌頭上的話 祢沒有一句不知道 祢在我前後環繞著我 按手在我身上
這樣的奇妙 是我不能測透 祢的至高祢的尊貴 是我永遠不能所及
副歌：我可以往哪裡去躲避祢的靈 我可以往哪裡去逃 可躲避祢的面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地極 就在那裡 祢的雙手 也必引導我

Shout To The Lord
Written by Darlene Zschech Copyright Hillsongs Australia

1. My Jesus my Saviour Lor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All of my days I want to praise The wonder of Your mighty love
2. My comfort my shelter Tower of refuge and strength
Let every breath all that I am Never cease to worship You
Chorus：Shout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let us sing Power and majesty praise to the King
Mountains bow down and the seas will roar At the sound of Your Name
I sing for joy at the work of Your hands Forever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stand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in You

堅守作精兵
詞、曲：黑叔叔

深不可猜透 痛都只好承受 想掩蓋著我心房 你是你的身影
聽此刻傾聽 看光境多奇妙 心走過落魄蹉跎 眼淚擦乾飄渺
*來吧 放下重擔 解開枷鎖出黑暗 每步每步邁開踏破
憑藉赦罪救贖 全然付出 不會怯懦 帶著使命勇氣奔跑不竭*
副歌 1.常緊緊依靠主 在我心中永恒不改變 傳揚祢浩恩 翻過千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祢駕著 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求主充滿我心
副歌 2.齊堅守作精兵 立志去爭戰並已誇勝 無牆教會中 宣告祢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祢駕著 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求主充滿我心
**榮光普照全地 求主充滿我心 榮光普照全地**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週六午堂)
講員：周力榮牧師
講題：安息就是正義
經文：路加福音 13:10-17
10. 安息日，耶穌在一所會堂裏教導人。
11. 看啊，有一個婦人被邪靈附身，病了十八年，腰彎背駝，完全直不起身
來。
12. 耶穌看見她，就叫她過來，對她說：「婦人，你現在擺脫這病了。」
13. 然後耶穌把雙手按在她身上，她的腰立刻挺直，她就不斷地頌讚神。
14. 會堂主管因為耶穌在安息日治病，就很生氣，對羣眾說：「有六天可以
工作；你們來求醫，要在那些日子，不要在安息日。」
15. 主回答他說：「偽君子啊，你們哪一個在安息日不解開棚裏的牛或驢，
牽去給牠水喝呢？
16. 這個婦人是亞伯拉罕的子孫，被撒但捆綁了十八年，難道不應該在安息
日這天給她解開捆綁嗎？」
17. 耶穌說這些話的時候，所有反對他的人都被羞辱了，而全體羣眾都因他
所做的一切榮耀的事而喜樂。

----------------我的回應----------------日期：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週六午堂)

講題：

安息就是正義

講員：

周力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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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週日早堂、午堂)
講員：呂彩嫺宣教師
講題：當教友流失時，教會可以做什麼？
經文：希伯來書 10:24-25
24. 我們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25. 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然知道那日
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大綱：
1. 守望成長、跨代同行的牧養和關懷
2. 全人培育、建立教會的教導和裝備
3. 召命實踐、服侍萬民的宣教和使命

反思：
1. 迎向教會推動三大支柱（牧養、教導和宣教），我們必須重新定位，自己
在教會的和在社會的角色。
2. 作為沙田堂的一份子，發現有肢體流失，我們又如何透過小組力量、群體
之間互相支持及同行，以群體來活出耶穌基督愛的樣式？

----------------我的回應----------------日期：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週日早堂、午堂)

講題：

當教友流失時，
教會可以做什麼？

講員：

呂彩嫺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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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的靈甦醒，更深明白上帝在這時代的旨意，
更多愛主，堅心信靠和跟從主，生命被主塑造和改變，賜我們平安
和堅心信靠主的心，勝過一切懼怕，在這時代中，做鹽作光，活出
主的使命！
2.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 28/8 的日營籌備工作，求天父引領籌備隊團，
在過程中彼此配搭、充滿愛、內容能適切各小組，幫助每一位參與
者能重拾對上帝和對人那份起初的愛。
3. 近日經常落雨，天雨路滑，求主保守沙勉區一班長者出入有主恩典，
並治癒他們的風濕痛症。
4. 為教會購堂的禱告重點：1.明白神在此次教會購堂的心意；2.跟弟
兄姊妹有良好溝通，希望收集寶貴意見，並需要大家積極參與購堂
行動，溝通形式包括：4 次分享會，在 31/7，1/8，8/8 崇拜後，及
4/8 晚 (網上交流)；網上回應表；3.清晰地方的使用及服務方向；
4.尋得合適地點；5.藉不同渠道來籌集足夠資金，因銀行並不貸款
給教會。
同工：
請為蔡碧翠姊妹祈禱，她於 3-4/8 入院作身體檢查，求主保守。
肢體：
1. 請為沙勉區長者組黎太的丈夫（黎錦漢弟兄）代禱，他是癌症病人，
現在院留醫，身體趨弱，求主醫治保護他，經歷主恩！求主幫助家
人藉恩恤的情況可探望黎生，細女現在美國，將提前返港，期望申
請到恩恤，可以提早探望爸爸。求主憐恤恩待黎家，讓他們同心合
意地照顧關懷兩老，彼此配搭，主恩同在！
2. 請為沙勉區曾金容姊妹代禱，她因背部非常痛楚，食止痛藥都沒用，
現在院留醫，檢查後顯示背骨退化和背脊骨彎了，半夜痛到難以入
睡。求主幫助她得到合適的治療，除去痛楚，經歷主賜的平安和恩
典。
3. 請為沙少區阿楠參與網上短宣(28/7 - 1/8 日本北陸：富山縣)代禱，
求主帶領他在這首次的嘗試裡，有美好的經驗和學習。
4. 請為沙奮區媚媚和恒仔參與網上短宣(30/7-2/8 日本九州)代禱，求
主賜他們身心靈健壯，謙卑服侍，團隊合一，恩賜配搭，他們有美
好的學習和體驗，與當地人有美好的溝通，經歷主的同在和能力，
並尋求主的異象，明白祂的心意。
香港：
因移民潮或其它原因帶來教育界的老師流失，求主賜智慧給政府和
教統局正視問題，能有合適的方法挽留人才，使老師安心任教，保
持教育的質素！
中國：
請為鄭州的水災情況代禱，求主止住雨水， 賜智慧給政府做妥善
防洪和抗洪的措施，保障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教會購堂交流禱告會
目的讓弟兄姊妹在教會購堂事情上有溝通和交流
日期、時間、地點及形式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或形式

7 月 31 日

週六午堂崇拜後
（約 1 小時）

博康幼稚園禮堂

8月1日

週日早堂崇拜後
（約 1 小時）

博康幼稚園禮堂

8月4日

晚上 8:30-9:30

視像聚會（Zoom）

8月8日

週日午堂崇拜後
（約 1 小時）

沙田培英中學
一樓學生活動中心

敬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讓我們一起關心教會購堂的需要和
一起為教會購堂去尋問上主的心意。

沙田堂第三季裝備站課程
信徒生活
此課程透過每堂的專題，去探討基督徒在信仰和生活中應有的特質，從而在行事
為人上與蒙召的恩相稱。
導師：佘健誠牧師
日期：30/7-24/9/2021（星期五，共九堂）

網上報名：

時間：晚上 8:00-9:30（每堂 1.5 小時）
地點：網上授課
費用：免費
把握最後
機會報名

要求：已信主和完成初信栽培
截止日期：25/7/2021

網址：https://bit.ly/35OVhJO

備註：此課程包含洗禮班部份內容，在 2022 年開始參加此
課程後才可報名參加洗禮班
堂數

日期

課堂內容

1

30/7

認識上主

2

6/8

持守真道

3

13/8

禱告敬拜

4

21/8

召命人生

５

28/8

支持同行

６

3/9

作主門徒

７

10/9

鄰舍社會

８

17/9

工作家庭

９

24/9

恩賜事奉

天國系列六：指間空隙，上帝能力──李偉良、韓昱宣教士家庭分享信
2021.7 石

佛系分享信
3 個月沒寫分享信，如隔 90 日，故被人催逼，也算 OJ。其實我寫分享信都算佛系，
又稱躺平，泰文云 Sabaay Sabaay， 請看官多多包涵。講開又講，介紹返，去年 7 月，
曾有以下感慨，當時地還未買；今年 7 月回望，登登登登，真的是小人物依舊，神蹟滿天
飛 ！ 上 帝 做 事 ， 真 的 世 一 。 ( 學 習 潮 語 mode ， 如 有 閱 讀 障 礙 ， 可 參 考 詞 解
https://www.elle.com.hk/life/2021-21-popular-slangs :)

張開雙手，指間盡是空隙，就明白到，手是能力，空隙是無能為力；
遂雙手承接的，都是從上而來的神蹟。 我回望半生，也盡都是神蹟。故此環境如何陰暗，
也盡多只能是指間的空隙。 天國如芥子種，如發酵的麵團，只要心存希望，懷抱火種，沒環境
可以阻擋天國的擴展，因為張開雙手，天國就在我們中間。

泰義跑
空隙是無能為力，卻顯出上帝能力。回望有一個空隙叫「泰義跑」，感謝團隊辛勤預
備，原定 2020 年 2 月 2 日 2 時開跑，為買地籌款。 結果，covid 病毒圍繞地球跑了一
圈，「泰義跑」卻不易跑，只剩下一個毒男在泰南獨跑，和籌辦團隊在沙田小
組跑。https://youtu.be/Zkzu6PN2Uwc
泰義跑雖跑不成，弟兄姊妹籌款卻義不容辭，1500 多萬，地買下了，土
填好了。現籌款額只欠 30 多萬，待把圍欄建好，土地這項目就衝線告捷了。

土填好了

小組跑

泰南獨跑

隔離 35 天
今期的空隙叫「百萬軍中救阿斗」。小兒在 covid 底下考中六試身陷險境，看似難出
重圍。泰港兩地隔阻，兩老無能為力，從空隙處跌下無底深淵。明知前後要隔離 35 天，
也匍匐上飛機火速回港。我們不是趙雲，不是 Tom Cruise，明知 mission impossible，
只能仰望上帝。
3 月頭回港，我 7 月 21 日回泰隔離。這次留港 5 個月，是 15 年來最長一次。回頭
看，不僅是恩典而已，簡直是上帝明修棧道，暗渡陳
倉。
孩子在跌跌碰碰中，得著萬方支援，終於完成大部

父
子
合
照

分學業，兩老為他的成果欣喜。公開考試完結後，母親
先回泰教書，為父的補償四年分隔，與他再同住兩個
月，照顧他起居飲食，煮了我人生中最多的飯菜。
*

*

*

孩子長大了，不會期望父母終日陪伴。這幾個月，上帝在我與昱身上有甚麼隱藏計畫？
原來是要我倆被提──到香港，把建校計畫，推高到另一重天。自 2019 年 7 月兩位領航
的天國投資者加入後，我倆與投資者團隊辛勤耕耘了 20 個月，都沒再有同一心志的人加
入。初期可能因夢想摸不到，後期可能是 zoom 不著心。建築設計差不多完成了，舍客
勒(Shekel)卻不足以建校。
時候到了，如今就是。在三場 mask 對 mask 分享會，與個別的會面中，聖靈的臨在
都特別強烈。建築顧問 R 君與未來校長 Thomas 重量級現身說法，C 小姐的財務解說，
都給與會者感受到上帝在運籌帷幄。結果，回應的人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每一
位都懷赤子之心，用瑪門投資，卻不期望瑪門的回報。看著上帝一併領來祂預備的人，我
們團隊都感動得要瘋了。

天國投資者

原計畫今年集資達 2000 萬港幣，就動土興建學校；結果短短三個月內，我們集資到
3000 多萬！還差 900 萬港幣，我就可專注於學校的內部建設，不用再分心力籌集資金
了。
監工方面，我們也找到了義務 Construction Manager, 是新鴻基的前得力要員，十
年前從高位退下全心事奉。他組織了一個小團隊，已擔起昱統籌建築的工作，昱轉為輔助，
成為兩地兩語的溝通橋樑。昱得以把過重的任務交給專業，也舒一口氣。

香港設計與建築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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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凡人的腦袋思考，我們不會付 35 天隔離的代價，為籌募資金回港，只會一直以
zoom 代替；但孩子不能以 zoom 代替，沒指望也要爬回來。 對我們來說，當時只是再
次面對空隙，是無能者的一次無望之行。但唯有上帝，能使用大衛的小石，擊倒巨人哥利
亞。https://youtu.be/PLHkPlrtXLM 唯有上帝，既修好了棧道，又暗渡了陳
倉。我倆張開雙手，這次承接了雙倍的神蹟。我們心存希望，懷抱火種，沒環

境可以阻擋上帝的祝福，只要張開雙手，天國就臨在我們中間。

代禱
1. 有太多的感恩，有太多的天使，感謝天父，感謝你們，我們無法一一提名。
2. 招標能找到上帝選召的承建商，十月動土建校。
3. 疫情止息，Construction Manager Ivan 能順利飛來泰南監工，不用隔離。也求神多
預備一個能來往港泰兩地的搭檔，配搭監工。
4. 小兒蘅七月能完成一份未交的論文，完成學業。求主引領他休學一年的成長與報讀大
學。
5. 石的大哥與妹妹兩家都移民，為他們在彼邦的適應與獨留在港的父母禱告。
6.

仰望主預備最後的 700 多萬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