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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話家常」之在疫情下《要緊靠近主》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呂彩嫺宣教師

第五波疫情嚴峻，全港醫療系統面臨崩潰，急症室爆滿，大批染疫者在多間醫院門
外「瞓街」兩晚仍未獲安排入院。疫情沒完沒了，清零不知何期？香港人日常的生活、
工作和經濟等等都大受影響，個個都人心惶恐，在這個前所未遇的危難中，基督徒可以
怎麼呢？聖經應許在危難中神會與我們「同在」，正如大衛面對被掃羅王追殺時，「耶
和華與大衛同在……」〔撒上 18: 28-29〕，因他功高過主，引來掃羅王的嫉妒，想盡千
方百計的要殺掉他，但大衛始終絲毫無損，有「神保守」，使他不被所害。從詩篇 59 篇
裡，我們看見大衛的心境如何？
1. 先向神呼救 : 大衛向神禱告：
「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脫離仇敵，把我安置在高處……
求你興起鑒察，幫助我。」〔詩 59:1-4〕。
現在香港數以千人確疹，醫療系統正面臨崩潰，支援不足，港人足不出戶也提心跳
膽，特別令人最擔心的是長者和幼兒，他們的免疫力較弱，我們此時此刻可立即呼
求主的幫助，宣告祂是主、祂是王，在世上作王權居首位。
2. 信神的慈愛與公義 :「我必仰望你，因為神是我的高臺……我的神要以慈愛迎接我；
神要叫我看見我仇敵遭報。」
〔詩 59:9-10〕。
大衛滿心相信神的慈愛和公義必要彰顯，他憑著信心和忍耐，面對仇敵把他們交在
神的手中。人處於危難中很容易被環境困擾和影響的，以致對神失卻了信心和依靠，
大衛的經歷告訴我們，在困境無望之際，仍要絕對相信神的慈愛和公義，大衛知道
神的能力足以使仇敵四散，他堅信神必在他身上顯出公義，好叫百姓知道神在雅各
中掌權，直到地極。
3.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但我要歌頌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愛；因為你作過我的
高臺，在我急難的日子，作過我的避難所。我的力量阿，我要歌頌你；因為神是我的
高臺，是賜恩與我的神。」〔詩 59:16-17〕
在危難中，大衛堅信神是他的力量，是他的高臺，是他的避難所。雖然環境很艱難，
但他知道神向來是幫助他、搭救他、賜恩與他的。他不把注意力放在仇敵身上，而是
仰望神。今天我們可能用了很多時間去留意新聞的最新疫況，各地方的疫情發展，
又擔心又恐懼，出出入入都非常小心謹慎，做足防疫措施，這些都是須要和重要的，
但更重要和須要的是確信神是我們的避難所，要緊靠近主，專心仰望神。
在疫情下送上一首詩歌《靠近主》成為大家的鼓勵。
1. 也許愁雲阻擋，路程黯淡無光，環境告訴你生命不再有盼望，此時前途茫茫，心中痛
苦悲傷，何不迴轉到主的身旁，主說：
「勞苦單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
你們得安息，賜你出人意外的平安。」
2. 但那黑夜來臨，光明頓時消失，沿途絆腳事事使你再一次跌倒，朋友父親離棄，痛苦
無人扶持，苦難帶給你無盡傷害，朋友不要憂傷惆悵，苦難可以幫助你成長，跌倒傷
害使你更依靠主，使你更接近主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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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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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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吧！教會保衛隊！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彼此問安 / 一同執拾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敬拜/主席

鄭詠怡宣教師

講員

鄧穎頤宣教師

講題

集合吧！教會保衛隊！(林前 1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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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現可透過網上轉賬/轉數快/ATM 轉賬等方法奉獻，完成轉賬後，請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教會，如教會沒有收到通知，會以無名氏入賬，詳情請到以下網址查
閱：https://bit.ly/donation2021
3. 盧顏姊妹（呂彩嫺宣教師母親）安息暨火化禮謹定於 27/2（日）上午 11:15 於大圍
富山火葬場舉行，*由於疫情嚴峻，當日一切從簡，大家昔日對盧顏姊妹的關愛，家
人銘記於心。請弟兄姊妹以祈禱記念*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防疫措施：
沙田堂最新通告（2022 年 2 月 9 日）
「暫停實體崇拜」和「執行學校疫苗氣泡計劃」
留意：5 歲或以下可豁免打針
各位弟兄姊妹：
因近日香港特區政策公佈最新防疫措施，其中要求宗教場所關閉至 2022 年 2
月 24 日為止，故同工會經過商討後，也得到各執事的同意，決定整個 2 月份暫停
三堂實體崇拜及所有實體聚會，改為線上崇拜及線上聚會，直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為止。
網上崇拜於週六午堂崇拜時間：下午 4:30 在教會 facebook 播放，並將這錄
影留至週二上午 10:00 後才刪除，也會將這錄影透過區牧轉發各小組，敬請各位弟
兄姊妹屆時參與線上崇拜，一起敬拜上主。
＊2 月份不外借幼稚園地方作為聚會或小組之用
＊這期間，請暫停實體聚會，可善用網絡平台，繼續彼此連結和守望。
另外，為配合學校的安排，由 2022 年 2 月 24 日開始，凡進入學校（博康幼
稚園和沙田培英中學），不論參與崇拜或聚會，都要使用「安心出行」和顯示疫苗
針咭，敬請各位弟兄姊妹留意。
同工會必定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和定期作出檢討崇拜聚會的情況，務求作出適
切的回應和安排。
在香港疫情嚴峻期間，請大家要注意身體健康，出入要小心。願上主與你們同
在，滿載主恩！
堂主任
佘健誠牧師
9/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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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題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牧職部
社會關注小組呼籲主內同道同心祈禱守望香港(20220218)：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上帝；我的救恩從祂而來。惟獨祂是我的磐
石，我的拯救；祂是我的庇護所，我必不大大動搖。」(詩篇六十二篇 1-2 節)
上帝啊！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確診數字倍增，醫療設施不勝負荷，在這疫情風
高浪急之際，願我們能轉眼仰望祢的救恩，堅固我們投靠祢的信心，在惶恐、
困乏中不至動搖。何時何地，總有祢大能的膀臂護佑著我們，能如雛鳥歇息
在祢溫暖的翅膀下。
上帝啊！祢滿有慈愛與憐憫，願祢安慰、醫治每位檢測呈陽性、仍等候
或正接受治療的人，讓他們能盡早得到適切的治療，脫離病毒的侵害；當他
們為彼此傳染而難過、愧疚時，願祢鼓舞他們在愛中互相體恤及諒解，携手
走出低谷。
上帝啊！祢滿有智慧與公義，願祢叫執政掌權的能勤政愛民、公正廉明、
盡心盡力服事香港市民，在社會樹立美善的模楷；讓老弱、貧困者得著所需；
讓微小、孤寡者得著尊嚴；讓人人能從勞碌中喜樂。願祢厚賜智慧及謀略予
他們，帶領香港市民走出困境。
滿有恩惠的上帝，當我們看見前線的醫護人員、協助圍封與檢測的工作
人員、清潔工人、照顧染病及殘疾院友的宿舍職員，他們每天不辭勞苦地服
事廣大的香港市民，願祢保守他們有健康與力量，看顧他們的家庭有平安。
願我們不被捆鎖動搖信心，禱告不斷，等候上主，奉主耶穌名祈求，誠心所
願！

敬拜詩歌
平安
曲：游智婷 詞：張思言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父祢的意念 總永久不變 全是豐足與平安
現我將盼望 將每個景況 全然的交託
副歌：願發出處處 祈禱的聲音 祢必祢必應允
尋求便看見 祢彰顯意旨 榮耀國度裡
*平安 賜給我們 平安 這是神定賜下的旨意*

我的救贖者活著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 祂領我走正義路
2.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 祂伴我作我的燈
副歌：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心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 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 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我們成為一家人
詞、曲：陳逸豪 版權屬有情天音樂世界所有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兒女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國的子民
副歌：1. 因著耶穌得潔淨 因著耶穌入光明
因著耶穌同受復活的生命
同享生命的喜悅 同在主愛中連結 因著耶穌同受豐盛的產業
副歌：2. 因著耶穌同敬拜 因著耶穌蒙慈愛
因著耶穌彼此恩慈來相待
或在喜樂中歡唱 或遇苦難同哀傷 因著耶穌同渡人生的風浪

連於元首
曲、詞：DJS 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新祢呈敬拜隊所有

心 承認有一位救主 從罪裡爭戰得勝 並建設永生的國度
權柄能力與尊貴榮耀 全屬祢寶貴耶穌 唯一的救贖在國度裡升高
*連於國度元首基督 全身各盡其職奉獻
羊羔已被呈獻 贏得聖殿重建 行走窄路勇往直前
連於國度元首基督 持守盼望同心合意
城邑會被遺棄 時空會被忘記 耶穌國度永遠確立*
(連於國度元首)
**務要同心服侍 定意委身立志
同懷著主心意 蒙主恩賜 崇拜沒有終止**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九日、二十日
講員：鄧穎頤宣教師
講題：集合吧！教會保衛隊！
經文：哥林多前書 12:12-27 （新漢語譯本）
12. 因為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身體的肢體總數雖然多，
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13. 猶太人也好，希臘人也好；奴僕也好，自由的人也好，我們確實
全都在同一位聖靈裏受洗，成為一個身體，全都飲了同一位聖靈。
14. 身體確實不是僅有一個肢體，而是有許多肢體。
15. 假如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不能因此就不屬
於身體。
16. 又假如耳朵說：「我不是眼睛，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也不能因
此就不屬於身體。
17. 假如整個身體就是一隻眼睛，聽覺在哪裏呢？假如整個身體就是
一隻耳朵，嗅覺在哪裏呢？
18. 但現在神按着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一一安放在身體上了。
19. 假如全都是一個肢體，身體在哪裏呢？
20. 但現在肢體雖然多，身體還是一個。
21. 眼睛不能對手說：「我不需要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不需
要你們。」
22. 相反，身體上看來比較軟弱的肢體，更是不可缺少的；
23. 身體上我們認為不大體面的肢體，我們越發給它們穿戴體面；我
們不雅觀的肢體，越發要使它顯得雅觀——
24. 我們雅觀的肢體就用不着我們這樣做了。但神是這樣把身體組合
起來；有缺欠的肢體，他就越發使它有體面，
25. 好讓身體不會有分裂的事，相反，不同的肢體也同樣能夠彼此關
照。
26. 如果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都一同受苦；如果一個肢體得榮耀，
所有肢體都一同喜樂。
27. 至於你們，你們是基督的身體，而且每一個都是其中的肢體。

本論：
看重自己：我是！（14~19)

尊榮他人：我需要你！(20~24 上)

全屬上帝；緊遵主意 （12~13, 24 下~27)

思想問題：
1. 你是教會的一部分嘛？為何是？為何不是？

2. 你平時如何對待你認為能力/ 身份不及你的人？ 你的生命是在
祝福著他們還是在傷害著他們？他們的生命又如何祝福著你?

3. 上帝的心意是你平時行事為人的考量嘛？還是不自覺地都以個
人喜惡、個人感受為優先、甚至唯一的考慮？

----------------我的回應---------------日期： 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九日、二十日
講題： 集合吧！教會保衛隊！
講員：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鄧穎頤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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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明白主的旨意，更多被聖靈光照，
認罪悔改，過聖潔的生活，並靠主賜的信心和能力見證主恩。
2. 求主賜智慧予教會領袖在疫情中如何按著主的旨意回應社會的需要，作適時適切的
幫助。
3. 求主賜家長智慧和信心在疫情中教導和照顧孩子名，指引他們如何做好防疫和抗疫
的措施，孩子是否/何時要接種疫苗，若接種，求主保護孩子，身心健壯，免除副作
用，滿有主的平安和恩典！
4. 請為未接種疫苗的兒童和長者代禱，求主保護他們有健壯的身心靈，有主十足的平
安！
5.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激勵我們與家人一起為疫情，為香港禱告，願主施恩憐憫，經
歷主奇妙的作為！
6.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在學的組員，在網課的學習能有成效，不受家中環境影響，能自
律及專注。記念在職的組員，在疫情嚴峻中出入上班及在家工作時仍能蒙主保護。
在聖經的話語上能得激勵及造就。
7. 求主賜智慧和帶領教會購堂的進展和事宜，更深明白和活出主的旨意！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的兒子顯信代禱，因香港仍然實施溶斷機制，澳洲飛機不能降落香
港，導致顯信仍滯留澳洲，不能回港，求上主保守和帶領，讓溶斷機制快解除，讓
顯信能盡快回港，與家人相聚。
2.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主幫助她身心靈健康，靈裡突破，靠主得恩和能力，牧養
生命，活出召命！求主保護她的父母健康，更多認識和信靠主！
3. 請為鄭詠怡宣教師的家人有份幫助「參與」抗疫的士禱告，求主保護他們所有同事、
司機，細心做好感染控制，為這城帶來平安，祝福他們的一切安排順暢，身體健康！
4. 請禱告記念黃慧貞宣教師的父親在醫院治療當中，求主醫治及賜平安。
肢體：
1. 會友姚麗娟姊妹（許俊煒弟兄媽媽）日前安息主懷，感恩上主讓姊妹最後的階段在
安寧的環境裡度過亦滿有家人的祝福。求主安慰家人和眾親友，讓他們有屬天的盼
望，在地也好好地生活。
香港：
1. 請為香港這城的人求平安的心代禱，面對每日確診數字幾何級上升時，求主賜下極
大和極深的平安，除去一切的擔憂和恐懼，讓他們看到出路，經歷方法總比困難多。
2. 請為特區政府代禱，求主賜智慧予他們為市民做實事，加緊強化香港的醫療系統；
亦在防疫與民生之間採取平衡，有智慧地採取有效的防疫和抗疫措施代禱，與市民
齊心抗疫。
3. 請為醫護人員、救護員和前線人員代禱，當他們面對繁重的工作和不少的壓力時，
有能力地面對，彼此配搭，發揮團隊精神，在大逆風下仍能盡力治療和幫助病人。
4. 請為確診者與他們的家人代禱，現時許多醫院已爆滿，大量病人在户外忍受著寒風，
求主保守他們的健康，及早得到需要的治療。亦求主讓那些在家中隔離的輕症患者
能狀況穩定，家人有智慧地照顧他們。
5. 請為失業者與貧苦大眾代禱，面對失業和經濟困難時，期望抗疫基金能幫助他們面
對燃眉之急，讓他們得到所需的援助，減輕他們心中的憂慮，賜他們強健的心靈。

沙田堂第二季裝備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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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駿麒宣教師
日期：11/3-13/5/2022（星期五，共九堂）

網上報名：

時間：晚上 8:30-10:00（每堂 1.5 小時）
形式：Zoom 視像教授
費用：免費
要求：已信主和完成初信栽培
截止日期：5/3/2022

網址：https://bit.ly/3IKw0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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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認識上主

2

18/3

持守真道

3

25/3

禱告敬拜

4

1/4

召命人生

５

8/4

支持同行

６

22/4

作主門徒

７

29/4

鄰舍社會

８

6/5

工作家庭

９

13/5

恩賜事奉

泰南宣教士網上祈禱會(zoom)
日期：2 月 20 日（週日）
時間：下午 4:30-5:30（香港時間）
內容：與宣教士（石昱，哈小）一起祈禱，為他們禱告守望！🙏
＊參加者請王桂芳牧師或區牧取網上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