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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兒童領聖餐                                   佘健誠牧師 

  主張「嬰孩洗禮／兒童洗禮」的教會，都認為「嬰孩洗禮／兒童洗禮」
與「成人洗禮」是無異的，而「聖餐」是主耶穌親自設立和吩咐的，也是初
期教會重要的聚會（徒二 42），更能幫助信徒增加對上主的信心。既是這樣，
為何已接受嬰孩洗禮的兒童，要等到接受「堅信禮」後才可領聖餐呢？是否
因為他們不能自我省察和不能分辨是主的身體，就不能領聖餐呢？是甚麼原
因令他們不能與其他信徒（接受成人洗禮或堅信禮的信徒）一樣，透過聖餐
經歷和領受上主的恩典？以上的問題，值得我們去思考和反省的。 

  根據《孩童領聖餐———唯獨恩典（道聲出版社）》一書指出，初期教
會按照使徒的教導，奉耶穌的名為信徒洗禮（太廿八 19-20），是不分男女
老少，也在信徒聚會中常常一同「擘餅」（徒二 42、46），即是守聖餐，直
至十三世紀（主後 1215 年）為止，故此，在這超過一千年期間，西方社會大
部份的人一出生便接受嬰孩洗禮，且凡已領洗的孩童都可以領受聖餐。到了
十三世紀，因教會強調堅信班及堅信禮的重要，以正確了解教義為受聖餐的
最重要條件，開始禁止未接受堅信禮的兒童領受聖餐，但有研究教會歷史的
學者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當時在禮儀傳統上，堅信禮是要由主教主持，但
由於主教人數少，不能在每次教堂進行嬰孩洗禮時都在場即時為領洗者進行
按手堅信，所以，堅信禮才漸漸與洗禮分開，但當時沒有堅信禮的兒童仍可
以領聖餐，教會只是要求孩童的父母盡快帶兒童到主教面前接受堅信禮，但
由於當時有很多父母不積極帶兒童接受堅信禮，於是，教會在十三世紀向各
教堂發出指令，要求受洗的兒童必須在接受堅信禮後才可領聖餐，目的是藉
此推動他們的父母盡早帶兒童接受堅信禮。 

  到了十九世紀期間，「禮儀運動」提倡勤領聖餐，認為聖餐是完整地參與
崇拜的行動，二十世紀初或更早，已有教會就兒童領聖餐作出討論，到了二十
世紀七十年代，西方的主流教會，如：天主教、東正教、聖公會、改革宗和循
道衛理（英美）等，已恢復受洗孩童可領聖餐，至於香港華人教會，如：天主
教香港教區、聖公會和信義會等，則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恢復受洗孩童可領 

聖餐，而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於 2011 年在總議會和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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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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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領受聖餐。故此，現時香港主流教會中，愈來愈多教會恢復兒童可領聖餐。 

  至於兒童領聖餐的聖經和信仰的根據，《孩童領聖餐———唯獨恩典（道
聲出版社）》一書列出有以下的理據：   

１.唯獨恩典： 

既然孩童洗禮和領聖餐是建基於相同的神學基礎，（按照耶穌設立聖餐時的
應許，聖餐是上帝施恩與赦罪的工具），所以已受洗的孩童領受聖餐不但是
合情合理，也是合乎上帝的心意，藉聖禮把上帝赦罪的恩典賜給屬祂的兒女。 

２.唯獨信心： 

孩童是否有足夠的信心去領受聖餐，對於信徒來講，信心是一生學習的功課，
聖餐既是上帝施恩的工具，透過聖餐來堅固信徒的屬靈生命，因此更應當讓
受洗孩童從小去領受上帝的恩典，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箴廿二 6） 

３.唯獨基督： 

十三世紀，西方教基於一個錯誤的理解，停止發聖餐杯，只發聖餐餅，甚致
認為孩童要到達懂事的年齡，方可領受聖餐，以免觸怒上帝，耶穌在大使命
中吩咐，要給萬給施洗，並沒有排除孩童，既然如此，教會為孩童施洗及教
導孩童領聖餐，正是遵行基督的吩咐。 

４.唯獨聖經： 

聖經多處記載孩童與家人一同領餐（徒二 42，46，十八 8） 

  而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前會長袁天佑牧師對這方面，也有個人的見解，他於
2021 年 9 月 3, 4 日聖餐主日崇拜講道中，指出兒童領受聖餐，與兒童領受洗
禮有相同意義，兩者均顯示： 

1.上帝恩典的彰顯多於個人的信心（Grace more than faith）。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主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二 8）嬰兒或兒童並不能夠完全明
白福音，也不能有甚麼善功可言，他們亦沒有任何信心的表達，但是教會仍
然能夠讓他們接受洗禮和聖餐，這正是恩典的表達。 

2.看重信仰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時刻（a process rather than apoint）。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得救在我們相信的那一刻已經得到了或是完全了。事實
應該是：信仰或救恩都是一個過程，包括相信、接受洗禮、稱義和成聖。接
受洗禮和聖餐，正表明這道理，信徒要在信仰上不斷更新成長。 

3.看重教會整體的關係多於個人的決心（Community more than individual）。 

信徒接受洗禮的時候，不單是受洗的個人領受上帝的恩典，而是教會整體同
證上帝的恩典臨到接受洗禮的人身上。洗禮也不單是受洗者與上帝立約，更
涉及教會整體。教會整體以洗禮的行動與接受洗禮的人立約，接納他成為上
帝家裏的人（弗二 19；林前十二 13）。  

  無論如何，這些教會在這方面經過詳細的反思和討論後，他們都認為兒童
守聖餐是十分重要和需要，對他們靈命成長尤為重要，故教會應盡早實施兒童
守聖餐，讓他們與成年信徒，彼此與主聯絡，一起領受上主的恩典和祝福。阿
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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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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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敬拜/主

席 
講員 講題 當值同工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31/7 
午堂 

李皓昕 

佘健誠牧
師 

在乖謬世代中
作虔誠人 

(雅 1:19-27) 

呂彩嫺 

沙少區坤組 黎碧筠 

陳達坤 陳淑彥 沈沛 

1/8 
早堂 

鄭嘉慧 王桂芳 

林昭苑 郭寶賢 
吳小燕 

呂愛 

陳偉業 吳泳霞 黃麗𣶼 

午堂 鄭詠怡 鄭嘉慧 

吳澤甜 姜群歡   
林少燕 

梁建國 

林峻廷 朱慕賢 甄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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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7/8 
午堂 

高輝文 宋軍牧師 自由題 鄭嘉慧 

佘健誠牧師 
陳嘉允 陳文俊 

王瑞琦 
沈沛 

鄭詠怡 鄭嘉慧 待定 黃國誠 尹穎欣 

8/8 
早堂 

蘇家淳 
王桂芳 
牧師 

活出聖潔
(彼前 

1:13-22) 
呂彩嫺 

王桂芳牧師 
葉許佩紅 

黃靜雯 陳少英 
羅偉真 

呂彩嫺 羅偉真 
林德瑩 

黎燕妮 林麗華 張敏儀 

午堂 潘玉萍 宋軍牧師 自由題 佘牧師 

佘健誠牧師 

沙旺區拉高組 

何錦昌 

鄭嘉慧 莫苑萍 
林偉漢 

甄國文 藍銳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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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6 月財政報告，現可於週刊及沙田堂網站查閱。 

3. 下星期六至日（7-8/8）為聖餐主日，請弟兄姊妹預備心靈，記念主恩。 

4. 下主日（8/8）2:30PM 舉行執事會，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請各執事
同工準時出席，共商聖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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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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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因配合沙田培英中學禮堂進行裝修工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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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謝駿麒宣教師於 29/7-8/8 放大假，請記念。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曲、詞：Chris A. Bowater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耶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跪下在祢面前來敬拜 

耶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也承認祢是主 

副歌：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懇求聖靈指教我 耶穌基督是主 

我神真偉大 
曲：Chris Tomlin、Ed Cash、Jesse Reeves 中文譯：約書亞樂團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尊貴榮耀君王 在全地之上 願萬民都喜樂 全地都喜樂 

主祢滿有榮光 黑暗都躲藏 萬民高聲唱 齊來高聲唱 

2.昔在永在君王 從今直到永遠 祢從不曾改變 永存在天地間 

祢是三一真神 父子與聖靈 真神的羔羊 全能神羔羊 

副歌：我神真偉大 歌頌祢聖名真偉大 全地都看見 我神真偉大 

祢至聖尊名 配受大讚美 全心歌頌 我神真偉大 

Dove’s Eyes 鴿子的眼睛 
Written by Misty Edwards 版權屬國際禱告殿華人事工所有 

我不願意談論著祢 

像祢沒有在這兒 

只願意親眼看祢 

只盼望向祢歌唱 

我相信 祢正在耹聽 

我相信 我的聲音可以觸摸祢 

賜我鴿子眼 

賜我不會分散的專注完全為祢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you 

Like you’re not in the room 

I wanna look right at you 

I wanna sing right to you 

I believe you are listening 

I believe that you move at the sound of my voice 

So give me Dove’s eyes 

Give me undistracted devotion for only you 

每一天我需要祢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讓我坦然無懼來到施恩座前 用心靈誠實尋求祢 

親愛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祢 需要更多祢的同在 在我生命 

*每一天 我需要祢 祢話語如甘霖 

每時刻 我需要祢聖靈如雨降臨* 

副歌：這是我的禱告 願我生命單單歸榮耀給祢耶穌 

這是我的呼求 每天都更愛祢 永不失去起初愛祢的心 

萬世戰爭 
曲：C.H.Morris 詩集：生命聖詩，382 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1.信徒看哪 萬世戰爭已臨我們時代 無數軍兵攜械披甲集合嚴陣以待 

  你是否為忠勇戰士 站在信徒隊中 是否立誓向主盡忠 是否剛強奮勇 

2.看這世界目前景象 正沈淪在罪中 主大使命長久以來無人注意遵從 

  現在請看神國兒女 攜手同心合意 勇往直前努力爭戰 要搶救這美地 

3.神的教會正在醒起 熱心傳揚真理 看她已在祭壇獻上佳美珍貴活祭 

  寶貴光陰瞬即過去 世界終局將臨 事主機會快要消逝 現在趁時救人 

副歌：是否你見此異象 是否你心激動 是否你應主呼召 是否你願聽從 

萬世戰爭已經來臨 聖經預言已經明載 戰爭狂濤臨到我們 臨到我們時代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全地齊讚頌 
曲：Bob Fitts 中文譯：凌東成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讚美天父我多愛祢 高舉主的聖名於這世上 

願祢百姓說出天父祢作為 常用讚美建築上帝的國 

副歌：全地齊讚頌祢大能 過去現在未來 真光照耀 

全地齊讚頌祢大能 照遍永恆萬世 

耶穌我愛祢 
詩集：讚之歌 4，2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耶穌 我愛祢 我跪拜祢面前 讚美和敬拜 我們的王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 

有誰能像祢 

曲：Lenny Leblanc  版權屬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所有 

有誰能像祢 耶穌只有祢能感動我心 

永永遠遠 再難尋找得到 耶穌 有誰能像祢 

副歌：祢深恩似江河水湧流 醫治從祢而來 

苦痛者在祢懷裡得安息 有誰能像祢 

恩典太美麗 
詞、曲：盧永亨 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 

1.這天同聚於主聖殿 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 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2.這天同聚於主聖殿 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 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副歌 1：恩典太美麗 無甚麼可取替 唯求將心全然給主 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神 傾心傾意愛別人 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3.這天降服於主腳前 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 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副歌 2：衷心去讚頌 神極重的恩惠 獻我一生傳揚福音 來證實主愛何寶貴 

請觀看稻田 主的莊稼在面前 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忠於使命 不惜一切來回應 能事奉祢是最尊貴 

萬世戰爭 
曲：C.H.Morris 詩集：生命聖詩，382 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1.信徒看哪 萬世戰爭已臨我們時代 無數軍兵攜械披甲集合嚴陣以待 

  你是否為忠勇戰士 站在信徒隊中 是否立誓向主盡忠 是否剛強奮勇 

2.看這世界目前景象 正沈淪在罪中 主大使命長久以來無人注意遵從 

  現在請看神國兒女 攜手同心合意 勇往直前努力爭戰 要搶救這美地 

3.神的教會正在醒起 熱心傳揚真理 看她已在祭壇獻上佳美珍貴活祭 

  寶貴光陰瞬即過去 世界終局將臨 事主機會快要消逝 現在趁時救人 

副歌：是否你見此異象 是否你心激動 是否你應主呼召 是否你願聽從 

萬世戰爭已經來臨 聖經預言已經明載 戰爭狂濤臨到我們 臨到我們時代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理據有幾千個(頌讚主) 

曲、詞：Matt Redman, Jonas Myrin 中文譯：Raymond Tam 版權屬 Sixstepsrecords/SparrowRecords 所有 

副歌：頌讚主 心讚頌 我的心讚頌 是祢聖善名字 

盡意傾心唱頌 我心靈 要向主衷心敬拜 

1. 晨光初昇 日頭漸上發亮 我再向祢獻出歌聲 

忘記了往事 在前面有多少障礙 我要唱讚美到晚間不歇 

2.神滿有愛 不容易會發怒 憐憫眷顧 神名字浩大 

祢豐足恩典讓我唱歌不歇 我要讚美理據有幾千個 

3.如我到了尚存力氣耗盡 時間已近到了那一天 

仍讚美唱頌 我歌聲不終止 永遠讚美祢萬世不終結 

建殿者的呼聲 
曲、詞：朱肇階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 在祢安息之處大有榮耀 

認識祢的知識充滿遍地 像水遮蓋大海 掀起我心 更要渴想祢 

我還活時要稱頌祢 因祢領我出埃及地 

我要紀念主的約 因祢是信實 祢是耶和華以勒 

副歌：不依靠勢力 不依靠才能 惟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 

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 帶被擄的人歸回錫安 在聖所中如此瞻仰祢榮耀 

到那天我們就像做夢的人 聚集驚奇 神為我們行了大事 

祢的救恩不延遲 祢在我們中間 我們中間作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以馬內利 

每一天我需要祢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讓我坦然無懼來到施恩座前 用心靈誠實尋求祢 

親愛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祢 需要更多祢的同在 在我生命 

*每一天 我需要祢 祢話語如甘霖 

每時刻 我需要祢聖靈如雨降臨* 

副歌：這是我的禱告 願我生命單單歸榮耀給祢耶穌 

這是我的呼求 每天都更愛祢 永不失去起初愛祢的心 

萬世戰爭 
曲：C.H.Morris 詩集：生命聖詩，382 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1.信徒看哪 萬世戰爭已臨我們時代 無數軍兵攜械披甲集合嚴陣以待 

  你是否為忠勇戰士 站在信徒隊中 是否立誓向主盡忠 是否剛強奮勇 

2.看這世界目前景象 正沈淪在罪中 主大使命長久以來無人注意遵從 

  現在請看神國兒女 攜手同心合意 勇往直前努力爭戰 要搶救這美地 

3.神的教會正在醒起 熱心傳揚真理 看她已在祭壇獻上佳美珍貴活祭 

  寶貴光陰瞬即過去 世界終局將臨 事主機會快要消逝 現在趁時救人 

副歌：是否你見此異象 是否你心激動 是否你應主呼召 是否你願聽從 

萬世戰爭已經來臨 聖經預言已經明載 戰爭狂濤臨到我們 臨到我們時代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 

講員：佘健牧牧師 

講題：在乖謬世代中作虔誠人 

經文： ）新漢語譯本（27-1:19各書雅  

19. 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要知道：各人都要敏銳地聽，不輕易說話，不輕易動怒， 
20. 因為人的憤怒並不能成全神的義。 
21. 因此，你們要除掉一切的污穢和滋生蔓延的惡毒，以溫柔的心領受所栽種的道—

—這道能夠拯救你們的生命。 
22. 但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騙自己；  
23. 因為人若聽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對着鏡子看自己天生的容貌， 
24. 他把自己察看一番後走開，立刻忘掉了自己是甚麼樣子。 

25. 相反，人詳細察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而且常常都是這樣，不是聽過就
忘掉，而是身體力行，這樣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必定蒙福。 

26. 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管束自己的舌頭，實在是欺騙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是
毫無價值的。  

27. 在父神看來，純潔而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
己不被世界玷污。 

本論： 

（一）虛心聽道（雅 1:19-21） 

（二）樂意行道（雅 1:22-27） 

（三）總結： 

思想問題： 

１．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如何作虔誠人？ 

２． 在這個時代去實踐真理，你認為有何困難？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 

講題： 在乖謬世代中作虔誠人 講員： 佘健牧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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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復興教會，開啟我們屬靈的眼目，提升我們屬靈的能力，洞察在這

末後的日子裡，當作什麼來回應上帝的心意和呼召！求主賜我們信心
和勇氣去完成！ 

2. 求主賜恩加力給我們在乖謬世代中作虔誠人，忠於主所託付，實踐真
理，榮神益人。 

3. 請為兒童守聖餐的事宜代禱，他們守聖餐對靈命成長尤為重要，讓他們
與成年信徒，彼此與主聯絡，一起領受上主的恩典和祝福。求主帶領教
會早日安排，.讓兒童參與其中。 

4. 請為教會制定明年事工計劃禱告，讓領袖們有智慧按神的心意和教會
需要計劃事工，能適切適時地建立弟兄姊妹的生命，建立合神心意的教
會。 

5.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 28/8 籌備日營的籌委們，願主帶領過程中一切構想，
能透過各種模式祝福和提醒沙少區組員們加深對主及對人那份「起初
的愛」。 

6. 請為教會購堂的事宜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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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請為 7/8 月的 4 個購堂交流會禱告，求聖靈在當中感動弟兄姊妹參與
及主動交通，激勵大家有正面和建設性的表達，互相接纳所提出的需
要，更能使主的靈在我們心裡運行，同感一靈地去商討這重要的家事。 

8. 請為 8 月 15 日的特別會友大會祈禱，求主保守整個過程，讓弟兄姊妹
關心教會購置堂址的需要。 

9. 請為聘任助理行政主任代禱，求主預備合適的人，一起同心服侍。 
執事： 
 請為司徒麗燕執事代禱，她回港後身體不適，可能未適應天氣的轉變，

氣管敏感不適，求主保守醫治！ 
肢體： 
 請為沙勉區長者組黎太的丈夫（黎錦漢弟兄）代禱，感恩他已轉了「寧

養之家」，這裡環境舒適，家人可以廿四小時陪伴，他心境開朗，食得
睡得，最近還可靠架行走，求主醫治保護他，經歷「喜樂的心，就是良
藥」！ 

香港： 
 求主賜福香港運動員在他他專屬的項目中盡展所長。他們的堅持和努

力激動著香港人的心，更多參與運動，無論他們有否得獎牌，他們長時
間的鍛鍊，堅持不放棄的都值得嘉許和肯定，求主賜智慧予政府，商界
和機構等如何配搭發展和培育運動員，並幫助全職運動員退役後，能傳
承他們的技能和心態，並生活有保障。 

世界： 
 請為疫情仍很嚴重的國家能有智慧地抗疫和防疫，遏止疫情繼續惡化，

保護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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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附設網上問卷，從而令更多弟兄姊妹關心教會購堂之事宜： 

 

 

 

 

https://forms.gle/WLh1RCdEKi5V5yZ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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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購堂視像交流禱告會 

目的是讓弟兄姊妹在教會購堂事情上有溝通，交流和禱告 

日期：8月 4日 (星期三) 

時間：晚上 8:30-9:30 

形式如下：Zoom視像聚會 

 

凡參加該晚視像交流禱告會的弟兄姊妹，請向辦公室或各教牧同工索取進 

入該聚會的會議 ID和密碼。 

https://forms.gle/WLh1RCdEKi5V5yZA6
https://forms.gle/WLh1RCdEKi5V5yZA6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21年 7月份堂委會議決摘要 
 

１. 通過行政助理由幹職薪點 18 開始，堂主任可按職務需要，使用職稱助 

理行政主任。 

２. 通過堂址購置建議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