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蟬鳴           今日社會的登山寶訓          張大華牧師 

  馬太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記載著耶穌對天國子民，頒下的天國律法，
稱為登山寶訓，路加也記載相似的法典，被稱為平原寶訓，分別在於馬太
記載耶穌以猶太拉比講課的習慣，在神的山上，坐下來教導。 
 
  耶穌降世的目的為要拯救藉著祂造的世界及世人，打破魔鬼利用罪惡
及死亡將人擄去，帶入永死，反而耶穌來就是拯救人得永生。耶穌差遣門
徒去面對世界，將人從罪惡及魔鬼的勢力中拯救出來，所以大使命本來就
是一場拯救人的戰事，一場天國與地上列國的爭戰。耶穌教導門徒主禱文，
也是指出門徒要祈求天國降臨在地上，神的律法運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所要求的是門徒要像天國戰士一樣，努力活出天國的律法，對抗那些
執政的掌權的，管轄幽暗世界及天上屬靈氣的惡魔而爭戰。 
 
  登山寶訓是天國律法的精神，是每一個門徒需要遵守的，為生活上無
上的準則，就像昔日香港為英國殖民地，在中國地土實施英國的律法，推
動及執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取締中國人納妾的傳統，若然遇到任何地上政
權及文化相違背的時候，門徒就要像天國戰士一樣，時刻都要為主殉道的
精神，去維護天國的律法的精神，而殉道原文就是生活的見証，啟示錄十
二章也記載著要勝過祂的(魔鬼)，要靠羔羊的血及所見証的道，他們雖至
於死卻不愛惜性命，故此門徒是與耶穌得勝了，但是在地上的爭戰仍然持
續。 
 
  今日社會問題提醒我們，不能被世界的價值同化，要重新以天國律法
為我們生活的準則，親身去察驗神的旨意。登山寶訓由八福開場，每一種
福都是神獨有的福氣，也是天國憲法的精髓，就是以神為中心的信心生活，
第一福虛心的人有福了。虛心就是明白專心倚靠神的心才是有福氣，相對
世界給我們的生活方式大大不同。其他福氣都是為神的緣故，對抗世界，
由神給予的福氣，就是身份上成為神的兒女。登山寶訓有許多生活的律法
與世界的比較，要堅心去活出神國律法，就是將天國的文化，藉著我們影
響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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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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 
同工 

總務長 
音響/ 
總務 

招待/司事/襄禮 

13/7 
午堂 

梁亦珩 

張大華 

牧師 

從聖經看復興： 

平原上的復興 

(結 37:1-14) 

謝駿麒 沈沛 
沈沛 
小組 

沈沛小組 

陳嘉允  邱鎮威 

鄭嘉慧  盧雅麗 

晚堂 鍾芳陽 呂彩嫺 譚柏然 
譚柏然
小組 

譚柏然小組 

潘健嘉  梁玉英 

呂彩嫺  尹鳳蓮 

14/7 
早堂 

王桂芳 呂彩嫺 羅偉真 陳偉業 

李仕波  麥仲衡 
黃麗芬  羅合群 

林麗珊  梁宛芬 

林德瑩  呂彩嫺 

午堂 潘玉萍 盧雅麗 

司事長：潘慕欣  司事：姚漢燊、陳堅浩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 
沙星區(由何錦培安排人手) 
襄禮：司徒麗燕、鄭詠怡、詹志誠 

 
聖 餐 主 日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結 37:1-14 

宣  道                  從聖經看復興：平原上的復興 

奉  獻                   還枯骨生氣 / 以利亞的日子 

聖  餐           王桂芳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張大華牧師 

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張大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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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7(一至四)佘健誠牧師放假，請記念。 

3. 7/7(上主日)特別會友大會已通過核數師報告及接納林偉漢弟兄及莫苑萍

姊妹為本堂執事，請記念。 

4. 白樺樹差遣禮定於 4/8(主日)午堂崇拜內舉行，當日崇拜於早上 11:30 開

始，地點：沙田培英中學一樓多用途室，歡迎弟兄姊妹參與。 

5. 因配合培英中學工程，本堂於 14/7 至 18/8 之週日午堂崇拜時間將改為早

上 11:30 開始，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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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傾倒 
打破這香膏在祢腳前 破碎我自己與祢面對面 
我每口呼吸 我心渴望體貼祢靈 我生命只為祢 

副歌：傾倒我所有 願祢旨意成就 生命每分 每秒毫無保留 
能傾倒我所有 是我今生所求 從今以後永不回頭 

**我的過去 我的未來 全然傾到在祢腳前 我的過去 我的未來 全然傾倒給祢** 
 

以色列的聖者 
以色列的聖者 為我犧牲自己 神羔羊 祢是彌賽亞 耶穌和平之君 

副歌：我要跪下來敬拜祢 主啊 因為祢是萬王之王 
我要跪下來敬拜祢 我神 寶貴耶穌 和平之君 

 
避難所 

藏我在祢的翅膀下 就在那裡 祢用慈聲對我說話 

白日太陽必不傷我 夜裏月亮也不害我 此刻 只有耶穌 作我的保障 

再一次 呈獻我心於主祢面前 唯獨祢 能軟化此心使我歡愉 

在世間 再沒有別人可以奪去我的思緒 我的一切全屬主祢 我的一切也都歸祢 

耶穌 耶穌 作我 避難所 祢吩咐祢的使者保護我 

用祢的雙手托著我 耶穌 祢必親眼觀看  

親耳應允 我每個祈求 每個禱告 耶穌 我只要祢 耶穌 

 
求充滿這地 

1.喔主感謝祢 創造這土地 以永恆話語 賜下無限生命 
用恩典的馨香氣息 祝福這地 讓我們全心 跟隨祢帶領 
2.喔主感謝祢 創造這土地 以慈愛澆灌 以喜樂耕耘 

用無數的白晝黑夜 孕育這地 順服的人情 感恩的心情 現在都只願 以基督的心為心 
副歌：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醫治這地 痛苦疾病要過去 神蹟在運行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轉化這地 黑暗權勢要離去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醫治這地 全地看見祢榮耀 祢復興降臨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轉化這地 全地尊榮祢聖名 為祢而站立 

**一生祝福 永不停息 世代因祢愛延續 呼求祢** 
 

還枯骨生氣 

曠世奮勇見證基督 枯骨堆中喜見活命 要破碎老我 撇棄我心我思 方可真心遵主誓命 
在末日罪孽陷阱盛世 祢我作那曠野呼聲 穿梭於逼迫戰鬥血腥仇恨 宣講主希望活盡愛 

*全心歸祢 攻克己我 逼迫中奮勇 患難中收割 
得莊稼 寧犧牲捨我 還枯骨生氣再活盡愛 世界要歸於基督  蒼生需歸於基督 

#世界要歸於基督  世界要歸於基督(X2) 
你我要破碎老我  你我要破碎老我 你我要破碎老我  世界可歸於基督 

你我要破碎老我  你我要破碎老我 你我要破碎老我  啊…… 
全心歸祢 攻克己我 逼迫中奮勇 患難中收割 

得莊稼 寧犧牲捨我 還枯骨生氣再活盡愛 因主祢  寧犧牲捨我 還枯骨生氣永活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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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讓讚美飛揚 

在這美麗的時刻 我們相聚在一起 神的愛擁抱著我們 神的靈充滿這地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 當讚美進入祂的院 擊鼓跳舞揚聲歡呼 凡有氣息都要讚美祂 

副歌：讓讚美從四處響起 讓音符在空中飛舞 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 

讓讚美從四處響起 讓音符在空中飛舞 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 

 

萬口都要頌讚祢名 

萬口都要頌讚祢名 神啊 祢配受榮耀 萬膝因祢名跪下 宣告祢永在不變 

萬口都要頌讚祢名 神啊 祢配受榮耀 萬膝因祢名跪下 因祢聖名在全地至高 

諸天讚美說述祢榮耀權能 穹蒼讚嘆我主獨祢配得 

今舉手敬拜 願尊貴頌讚都歸祢 讚美和權柄都歸予祢 

 

聖靈請祢來充滿我心 

聖靈請祢來充滿我心 我需要祢恩膏充滿我靈 

聖靈啊我好愛祢 我的心讓祢牽引 而每一天我要更深愛祢 

副歌：我要追求祢主 我將生命獻給祢 牽引我更親近祢 

祢大能更新我靈 無人能與祢相比 主我仰望祢的榮面 我敬拜祢在靈與真理裡 

 

復興聖潔 

主求祢復興我 心中的聖潔 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靈 

主求祢復興我心中的聖潔 將我分別為聖 作祢尊貴榮耀器皿 

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我將生命獻上 為祢而活為祢呼吸 

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一生傳揚基督的聖名 

 

我的救贖者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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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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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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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枯骨生氣 

曠世奮勇見證基督 枯骨堆中喜見活命 要破碎老我 撇棄我心我思 方可真心遵主誓命 

在末日罪孽陷阱盛世 祢我作那曠野呼聲 穿梭於逼迫戰鬥血腥仇恨 宣講主希望活盡愛 

*全心歸祢 攻克己我 逼迫中奮勇 患難中收割 

得莊稼 寧犧牲捨我 還枯骨生氣再活盡愛 世界要歸於基督  蒼生需歸於基督 

#世界要歸於基督  世界要歸於基督(X2) 

你我要破碎老我  你我要破碎老我 你我要破碎老我  世界可歸於基督 

你我要破碎老我  你我要破碎老我 你我要破碎老我  啊…… 

全心歸祢 攻克己我 逼迫中奮勇 患難中收割 

得莊稼 寧犧牲捨我 還枯骨生氣再活盡愛 因主祢  寧犧牲捨我 還枯骨生氣永活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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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頌讚哈利路亞 
心中歌唱 榮耀頌讚主名 雙手拍和 從來主不變遷 
此刻充滿 求上主居心內 開口讚頌 讓靈歌輕飄送 
副歌：頌讚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崇拜感恩歸我主 

頌讚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崇拜感恩永屬祢 
 

求引領我心 
求引領我心 願盡我心敬拜永活神 求引領我心 願為祢傾出心中愛慕 
求引領我心明白主恩 跟主愛深深結合 衝開心捆綁 一心愛著祢 

 
最美好盡力愛祢 

最美好曾遇上 是祢溫柔的接納 了解我軟弱 體恤因祢愛護 
神信實不變 恩典甘甜多美善 帶給我希望 滿足我心需要 

今我願相信 祈求神祢在我裡頭扶助我 願一生到盡頭也不變 
副歌：我要盡心專一高舉祢 因祢是我的主 

我要盡性謙卑將心獻 給祢塑造性情 
今我盡意敞開心思緒 盛載滿祢話語 神伴我一生同行 讓我盡力愛祢 
**讓我每天緊靠祢 願一生跟祢走 讓我告知這世界 是祢深愛我** 

(最美好曾遇上是祢) 
 

呼求耶穌 
求主加倍充滿我心 求主加倍釋放生命 

願祢復興來臨 燃燒靈魂 來讓我多一點愛火 
求主加倍充滿我心 求主加倍釋放生命 

為祢盡得靈魂 興起全民 投入祢國度全心獻 
祈求主 讓我心更愛靈魂 成就祢的心意 令我更堅穩 
祈求主 讓我可作祢僕人 燃盡我的所有 求主愛盛載 
副歌：呼求耶穌 呼求耶穌 請再度熾熱我 在靈裡宣告 

呼求耶穌 呼求耶穌 請祢用愛 來充滿我心 
**請祢 釋放 豐富 我裏面情義 請祢 釋放 豐富 我裏面情義 去愛** 

 
以利亞的日子 

1.這是以利亞的日子 齊宣揚我主的話語 
哦 這是祢僕人的日子 摩西 公義今正被顯明 
哦 雖然這苦難的日子 充滿飢荒黑暗刀劍 

而我們仍要在這曠野呼喊 預備耶和華的道路 
2.這是以西結的日子 枯乾的骸骨正復活 

哦 這是祢僕人的日子 大衛 重新建造讚美殿 
哦 這是大收割的日子 看哪 莊稼已發白 

哦我們是祢葡萄園的工人 齊宣揚我主的話語 
副歌：看祂降臨駕著天上雲 閃耀如烈日 號筒聲吹響 
   揚起祢聲 這是恩典的禧年 救贖恩典從錫安山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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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同來讚美高舉主的榮耀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全然敬拜寶座面前 深深讚頌祢 
來舉雙手 頌唱哈利路亞 唯有你施恩典捨身拯救 獻奉我聲音 我雙手 

我的一生都要讚頌 榮耀都歸於主基督我上帝 
 

頌讚全能上帝 
天上的父神 我們愛祢 在全地上尊崇祢聖名 

願祢國度 如今降臨我們中間 當我們宣揚祢奇妙作為  
頌讚主聖名 全能上帝 昔在今在永在的父神 頌讚主聖名 全能上帝 祢作王到永遠  

 
每一天我需要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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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見 

求祢降下同在 在祢子民的敬拜中 求祢顯出榮耀 在祢子民的讚美中 
副歌:我要看見 我要看見 如同摩西看見祢的榮耀 我要看見 我要看見 這世代要看見祢榮耀 

**我們呼求祢的名 求祢恩待我們 我們宣告祢的名 求祢憐憫我們 
求祢與我們同行 使我們得安息 在祢眼前蒙恩** 

 
讓愛充滿全地 

祢慈愛廣闊無際 祢信實堅定不移 祢恩典永無窮盡 祢憐憫永不止息 
我的心單屬於祢 我眼注目仰望祢 我耳聆聽祢聲音 我口讚美祢聖名 

主啊～吸引我的心 一生跟隨祢不分離 縱有困苦艱難試煉來臨 
求祢保守我的心 堅定愛祢 作祢的兒女 使我成為聖潔合祢心意 

主啊～祢賜我生命 脫離黑暗入光明 我要榮耀傳揚祢名 讓全地都敬拜祢 
讓萬民都認識祢 讓祢的愛充滿全地 

 
以利亞的日子 These are the days of Elijah 
1.這是以利亞的日子 齊宣揚我主的話語 

1. These are the days of Elijah  Declaring the Word of the Lord 
哦 這是祢僕人的日子 摩西 公義今正被顯明 

And these are the days of his servant,  Moses Righteousness being restored 
哦 雖然這苦難的日子 充滿飢荒黑暗刀劍 

And these are the days of great trial  Of famine and darkness and sword 
而我們仍要在這曠野呼喊 預備耶和華的道路 

So we are the voice in the desert crying  Prepare ye the way of the Lord 
2.這是以西結的日子 枯乾的骸骨正復活 

2. And these are the days of Ezekiel  The dry bones becoming as flesh 
哦 這是祢僕人的日子 大衛 重新建造讚美殿 

And these are the days of his servant, David Building the temple of praise 
哦 這是大收割的日子 看哪 莊稼已發白 

And these are the days of the harvest  The fields are all white in your world 
哦我們是祢葡萄園的工人 齊宣揚我主的話語 

And we are the laborers that are in your vineyard declaring the word of the Lord 
副歌：看祂降臨駕著天上雲 閃耀如烈日 號筒聲吹響 

Behold he comes Riding on a cloud Shining like the sun  At the trumpet's call 
   揚起祢聲 這是恩典的禧年 救贖恩典從錫安山而來 

Lift your voice It's the year of jubilee  Out of Zion's hill salvation 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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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三、十四日 

講員：張大華牧師 

講題：從聖經看復興：平原上的復興 

經文：以西結書 37:1-14 
 
1 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耶和華藉他的靈帶我出去，將
我放在平原中，這平原遍滿骸骨。2 他使我從骸骨的四圍
經過，誰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乾。3 他對我
說：「人子啊，這些骸骨能復活嗎？」我說：「主耶和華
啊，你是知道的。」4 他又對我說：「你向這些骸骨發預言
說：『枯乾的骸骨啊，要聽耶和華的話！5 主耶和華對這些
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6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
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
華。』」7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正說預言的時候，不料，
有響聲，有地震；骨與骨互相聯絡。8 我觀看，見骸骨上有
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還沒有氣息。9 主對
我說：「人子啊，你要發預言，向風發預言說：『主耶和華
如此說：氣息啊，要從四方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
使他們活了。』」10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就進入骸
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11 主對
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
們的骨頭枯乾了，我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滅絕淨盡了。』
12 所以你要發預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
民啊，我必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領你們
進入以色列地。13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
墳墓中出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14 我必將我的靈放
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
就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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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1. 沒有希望的復興 

 

1.1 在平原上枯骨的預表 

 

1.2 以西結被擄時代的信仰掙扎 

 
2. 復興的大軍 

 

2.1 神的靈 

 

2.2 神的話語 

 

2.3 神的榮耀 

 
反思問題： 
1. 當時以色列人信仰的崩潰，神應許之地與被擄，我

們有何意見呢？ 

 
2. 以西結的預言終於 2500 年後才實現，以色列國復

國，神是列國的神，對我們有何意義呢？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三、十四日 

講題： 從聖經看復興：平原上的復興 講員： 張大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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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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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第 1 頁封面文章） 

  耶穌傳揚天國福音就是將天國預習在地上，祂所到之處病得醫治，鬼
被趕走，門徒都接受任命，傳揚天國的福音，醫病趕鬼，在神的國度裡，
遵行神的命令，實踐彼此相愛的新命令，又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我們
得醫治。人與神復和，人與人的關係復和，仇恨化為赦恕。打破魔鬼的偷
竊、殺害及毁壞，帶來天國的律法實現在人間。天國的價值，就是不在乎
吃喝，祗在乎上帝的公義、人與人及人與神的和平，和遭受逼迫時，聖靈
賜下喜樂。 
 
  耶穌設立教會 EKKLESIA 為天國執法，帶來權柄及能力。權柄需要信
心及忠心來實施，而能力在於運用屬靈的武器，就是聖靈的寶劍，神的話
語。正如使徒被拉到公會前受審，聖靈就會指教他們當說什麼話，在生活
場境，聖靈會引導我們免於試探，也能救我們脫離兇惡。最有效力就是信
徒要轉化為門徒，門徒的心理質素就是學像耶穌天天背十架來跟從主，而
登山寶訓就是一連串的標準。 
 
  天國的福音是讓我們實施天國臨在人間，正如天國好像麵酵，藏在世
界之中，到了神的時間就全團發起來了。你我就像麵酵，祗需要努力活出
天國的生活，享受與神同在的生活。 
 

（全文完） 

 

 
                                                                

如有興趣參與的弟兄姊妹，可聯絡王桂芳牧師，或到接待處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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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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有主賜的智慧、能力和信心去實踐主所賜的召命，在

這時代見證榮耀主！ 
2. 求主激勵弟兄姊妹更多渴慕主，親近神，與主同在、同行和同工，並祈求

主在家庭、職場、教會和城市彰顯祂的榮耀和能力，並經歷主的帶領和能
力，願主的心意成就！ 

3. 請為沙奮區代禱： 
i）14/7(日)的沙奮事奉者退修日營能有聖靈極大的同在，讓各出席者能有
安息的時間，能與主相遇，能重整與主關係。又求主賜福給在營中服侍的
事奉者能經歷主更深及同在。求主的愛充滿各出席者的心。 
ii）7 月底有三位姊妹會跟 CCMN 短宣，求主保護他們平安出發，能預備
好迎接與上帝同工的心，有敏銳的靈與聖靈同行，與團隊有合一的心同心
服侍。祝福他們得人如得魚。 

4. 請為沙少區於 19-22/7（五至一）的營會代禱，今年主題是：我想和你在
一起，求主賜合適的天氣和場地進行活動，賜各人身心靈健壯，出入有主
賜的平安和保護。求主帶領各活動進行順暢，各事奉者彼此有美好的配
搭，達致美好的果效！請為負責分享信息的講員（21/7）代禱，藉著信息
激勵生命！請為組長、組員和新朋友（8 位）代禱，求主讓他們投入參與，
經歷主的同在和恩典，求主幫助未信者能信靠主，並繼續留在小組中成
長！ 

5. 請記念 17/7(三)博康幼稚園於散學禮舉行首次幼兒佈道會，求賜呂姑娘
有智慧，並開啟孩童的心早得主救恩。 

執事： 
請為羅偉真執事、司徒麗燕執事、王保強執事及林德瑩執事禱告，求主賜他
們健康的身體，並與主有親密的關係，在工作或退休生活、事奉及家庭生活
能夠平衡，作息合宜，有屬靈的恩賜和智慧來事奉。每天經歷主的同行和帶
領，更深體驗主的心意。 
肢體： 
1. 林弟姊妹（沙約區鄧瑞安的媽媽，朱銘珊的奶奶）於 4/7 安息主懷，求主

安慰家人，賜下平安和恩典！求主保守喪禮的籌備（26-27/7），有主的
帶領和預備，安慰人心，有主的盼望。 

2. 請為現在沙田醫院留醫的會友（麥韻梅姊妹、吳潤弟兄）代禱，求主醫治
保護他們，有主賜的平安和恩典。 

3. 請為許流清姊妹（陳冬華和義雄的媽媽）代禱，她於上週六完成腳部手術
後，星期一不慎跌倒，出現肺靜脈血栓，引致心臟停頓，急救後仍昏迷，
求主施恩看顧，醫治保護流清，甦酲她的靈，修復她的身體機能，經歷主
的大能。主賜清姐全然依靠主的心，安穩在主的翅膀下，靠主得力，靠主
得勝！ 

香港： 
求主憐憫和保護香港，行在主的旨意中，在主裡有盼望、愛和恩典，經歷主
耶穌是我們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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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午堂成人： 106人 兒童： 2人 沙苗區：小天地： 8人
晚堂成人： 27人 兒童： 1人 幼班： 30人

7/7 早堂成人： 88人 兒童： 0人 中班 ： 28人
午堂成人： 132人 兒童： 7人 高少組： 12人

合計 成　　人： 353人 兒童： 10人 沙苗區： 78人

7-8 月份各牧區活動 

牧區/主辦 日期及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沙奮區 14/7 突破青年營 事奉者退修日營 

沙少區 19/7-22/7 麥理浩夫人渡假村 暑期營會 

沙少區 1/8-13/8 泰國南部 泰國短宣體驗團 

沙 8 區 5/8-11/8 澳門 澳門短宣 

沙苗區 21/7-25/8(逢週日) 培英中學 童心料理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 

同工 
總務長 

音響/ 

總務 
招待/司事 

20/7 

午堂 
鄭嘉慧 

鄭詠怡 

宣教師 

從聖經看復興： 

哈巴谷求復興 

(哈 3:2-15) 

詹志誠 張証傑 張証傑小組 
張証傑小組 

何博文  黃菁汶 

晚堂 黃旭葵 張大華 梁宛芬 梁宛芬小組 
梁宛芬小組 

林煒菁  朱銘珊 

21/7 

早堂 
張大華 

詹志誠 

宣教師 

鄭嘉慧 林德瑩 葉偉樂 

羅  妹  黃靜雯 

黎燕妮  許佩紅 

黃麗芬  張敏儀 

午堂 莫苑萍 鄭詠怡 
司事長：葉智軒    司事：甄國文、戴啟耀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陳嘉明小組+呂偉玲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