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沙田堂的事工計劃 
 

  上年事工計劃已經明說 2019-2020 年這兩年，沙田堂的事工目的有

兩個： 

 

1. 建立團隊； 

2. 重塑教會核心價值。 

 

同工們在過去一年，除了按著這計劃完成許多的工作，也透過重塑教

會核心價值的過桯中，建立整個團隊。由 2019 年 3 月開始，同工們經多

個月緊密溝通和商討，以牧養、教導和宣教作基礎，一同檢視沙田堂的過

去及現時的狀況，並對現今香港社會的狀況作出回應，終於總結出沙田堂

的基本方向： 

 

◼  守望成長、跨代同行的牧養和關懷。 

◼  全人培育、建立教會的教導和裝備。 

◼  召命實踐、服侍萬民的宣教和使命。 

 

  故此，2020 年沙田堂仍然按這兩個目的來制定沙田堂的主題、目標

和事工。 

 

(一) 2020 年的主題及口號：由家出發，教會復興，小組做起。 

   

1. 這「家」是指一步一步進入沙田堂的家，由小組做有好有歸屬感至

牧區，牧區至沙田堂教會。 

 

2. 由家出發，沙田堂屬靈的家。 

a. 有歸屬感。 

b. 幫助屬靈生命成長，成為主的門徒，是一個培育的地方。 

c. 個人與教會有連繫。 

d. 有委身。 



3. 牧養更新、事工重整。 

a. 「守望成長，跨代同行」。 

⚫ 更新小組模式與架構。 

⚫ 為小組目的及功能定位：彼此相愛 行道群體1。 

⚫ 重新釐定組長、區長、區牧的角色與功能。 

⚫ 按現時香港社會的時局及各種狀況能處境化地為肢體提供

適時的心靈醫治及聖經輔導，加增屬靈生命的能量。如：舉

辦有關的講座或課程或禱告服侍等。 

 

b. 「全人培育、建立教會」。 

⚫ 建立跨代跨區的共享平台，彼此分享資源及學習。 

⚫ 建立信徒成長藍圖。 

⚫ 個人生命成長。 

⚫ 為教會建立領袖。 

⚫ 按現時香港社會的時局及各種狀況，透過裝備站或其他教導

平台，教導弟兄姊妹從聖經、神學與實踐角度，認識及察驗

我們所身處的世界以及其中的境況，從而反省教會及個別信

徒在現今世代應盡的責任和須履行的使命。如：邀請在這方

面有深入認識的牧者擔任本堂崇拜的講員，舉辦有關的講座

或課程等。 

 

c. 「召命實踐、服侍萬民」。 

⚫ 確立教會宣教目標：見證、佈道、宣教。 

⚫ 重整教會宣教類別。 

⚫ 推動和拓展： 

➢ 探索社區弱勢社群可以持續服侍的，以本地為中心方向發

展，如：水泉澳社區，沙博乙社區，區外的弱勢社群等等 

⚫ 教育和培訓 

➢ 針對社區服侍群體需要，作出教育和培訓弟兄姊妹實務服

侍他們。 

                                                      
1 小組主要的目標和意義是 Fellowship and work (包括:服侍、傳福音、佈道、個人生活見証和實踐神的道。) 



⚫ 差遣和實踐

➢ 透過服侍和見證，作為散種的工作，將福音的種子埋在人

的心中。

4. 2020 年主題經文：「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

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

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希伯來書 10:24-25）

(二) 2020 年事工目標：

1. 建立團隊

a. 方向：

⚫ 彼此熟悉：建立更緊密並和諧的關係。

⚫ 彼此合作：建立更有效率(Efficient)並有果效(Effective)的隊

工。

⚫ 彼此牧養：建立更合神心意及謙卑的團隊。

b. 目標：

⚫ 建立同工團隊：由顧問教練袁海柏先生協助計劃或協助建立

同工及領袖團隊，例如：透過反省、溝通及活動建立同工團

隊關係，例如：同工退修會、家訪或家聚，一起學習祈禱尋

問神心意，透過共享平台達致同工合作。

⚫ 領袖團隊：明年舉辦同工及領袖退修或活動。

2. 重塑教會核心價值：

a. 方向：

◼ 守望成長、跨代同行的牧養和關懷。

◼ 全人培育、建立教會的教導和裝備。

◼ 召命實踐、服侍萬民的宣教和使命。 



b. 目標： 

⚫ 交流、整理、落實及實踐 

◼ 「沙田堂牧養，教導及宣教事工的方向，策略與實踐的建

議書」。 

◼ 牧養更新、事工重整(不同型式交流會) 

⚫ 透過此建議書去重塑教會核心價值 

◼ 更新小組模式與架構。 

◼ 為小組目的及功能定位：彼此相愛 行道群體2。 

◼ 重新釐定組長、區長、區牧的角色與功能。 

 

2020 年教會行事曆 

一月 

19/1 教友大會 

19/1 堂委會 

二月 

9/2 執事會 

10-12/2 同工退修會 

 

三月 

22/3 堂委會 

29/3 竹居台差傳聯合崇拜 

四月 

5/4 執事會* 

 

 

 

五月 

24/5 堂委會 

30/5 建立領袖團隊日營 

31/5 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 

六月 

14/6 執事會 

七月 

26/7 堂委會 

 

 

八月 

2/8 特別教友大會(核數報告) 

9/8 執事會 

九月 

20/9 堂慶聯合崇拜 

27/9 堂委會 

十月 

11/10 執事會 

10 月 宣教月 

 

十一月 

22/11 堂委會 

 

十二月 

13/12 執事會 

20/12 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 

31/12 終感恩分享祈禱會 

 

*特別安排 

                                                      
2 小組主要的目標和意義是 Fellowship and work(團契與行道) (包括:服侍、傳福音、佈道、個人生活見証和實踐神的道。) 



2020 年沙田堂崇拜的講壇信息的安排 
 

（一） 證道向導： 

末後世代 （處境） 

1.安慰醫治 2.警醒爭戰 3.盼望更新 4.活出使命 

建議參以上向導順序循環安排，並連同已提供之經文，讓講員自定講題，集中向導，宣講信息。 

 

（二）循環周期： 

兩個月一次循環安排，每次循環開始先以一篇末世觀/末後世代之處境為引子，再以向導 1,2,3,4

再 1,2,3,4 為一次循環 (即: 末後世代，向導 1,2,3,4 再 1,2,3,4) 

 

（三）經卷排序： 

循環 啟 帖前  帖後 太 

引子  末後世代 

全年  上半年 -------------------  下半年 

排序 弗 出 彼前後 書 

焦點內容 ---------- 向導 1, 2, 3, 4 ---------- 

當中向導會因需要加插自由選讀，其自由選讀是選自耶穌生平有關向導 1, 2, 3, 4 -的內容 

 

（四）循環參考： 

循環 
引子 向導 (耶穌看 系列 [經文自選]) 

末後世代 a 安慰醫治 b 警醒爭戰 c 盼望更新 d 活出使命 

1 啟 22:6-13 
弗 2:11-22+c 弗 3:1-13+d 弗 1:3-10 弗 4:1-16+b 

耶穌看安慰醫治 弗 6:10-20 耶穌看盼望更新 弗 5:1-14+b 

2 帖前 4:13-18 
出 1:8-22;2:10+c 出 14:15-31+c 出 19:1-25+d 出 12:21-28+c 

出 3:1-22+c+d 出 17:8-16 出 24:1-18+a 耶穌看活出使命 

3 帖前 5:1-11 
耶穌看安慰醫治 出 32:1-20 彼前 1:3-12+a 彼前 2:10 

彼前 4:7-11+d 彼前 5:8-11 彼前 3:8-17 耶穌看活出使命 

4 帖後 2:1-12 
耶穌看安慰醫治 彼後 2:17-22 彼後 3:8-13 彼後 1:3-11 

書 1:6-9+c+d 書 5:1-6:27 耶穌看盼望更新 書 10:1-43+b 

5 太 24:3-14 
書 7:1-8:29+b 書 9:1-27 書 11:1-23+b 耶穌看活出使命 

耶穌看安慰醫治 書 22:1-5 書 23:1-11+a+b 書 24:1-27+a 

6 太 24:29-51 

    

 （經文亦包括 其他向導） 表中合共 46 講 

 



2020 年裝備站課程 
 

 第一季 [1 月-3 月] 第二季 [4 月-6 月] 第三季 [7 月-9 月] 第四季 [10 月-12 月] 

講座 

動盪社會中 

如何處理情緒 

當教會遇上政治（一） 

a. 歷史中教會與政治關係 

 

當教會遇上政治（二） 

a. 極權下的信徒面紗 

  

聖經 

(Bible Study) 

聖經科 

（路得） 

 聖經科 

（陳思語博士） 

 

家庭牧養 

(family 

ministry) 

戀愛 1, 2, 3 

（張牧） 

  青少年與家庭溝通（黃姑） 

家庭牧養理論與實踐（志誠） 

神學 

(Theology) 

 洗禮班（嘉慧, 志誠） 

聖經與政治（佘牧） 

 

 洗禮班（詠怡, 駿麒） 

靈命成長 

(Spiritual Life) 

啟導同行（王牧） 

聆聽同行（詠怡） 

 啟導學（王牧） 

情緒醫治 

（以利亞使團） 

基礎輔導（呂姑娘） 

宣教 

(mission 

ministry) 

  服侍體驗與探索 

（駿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