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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出發──認識家庭如何塑造人‧給我們的一些反思        盧雅麗宣教師 

沙田堂 2019 年主題為「由家出發，教會復興」，在同工、領袖及弟兄姊妹之

間的分享常聽到「教會是我家」──這主題。在 4 月的封面文章與大家分享了四個

教會的特徵之中的合一性(Unity)及聖潔性(Holiness)，分享作為教會的獨特性。 
 
今次與大家分享在「家庭如何塑造人」

1
一書中提及家庭對人的塑造帶來之影

響，雖然教會不是我們的原生家庭，但假若我們真的以「教會是我家」來看待的話，

也許在這文章中，有值得我們在這屬靈的家中參考、反省的地方。 
 
在書中作者提到家庭生活好像冰山，大部分的人都只能看到十分之一的那部分

──這部分可以看到、聽到──但好多時候就會把這部分看得到的視為全部，有時

候人會猜想還有更多其餘的。仿如航海的人命運操縱在埋伏水底的冰山一樣，家庭

的命運操縱在了解每日家庭事件下所蘊藏的感覺、需要和溝通模式。同時亦指出家

庭就如塑造人的工廠；因為人懂得珍惜和發展他的身體，發現有好的用處──他對

自己和他人是真實和坦誠的：他願意冒險、創造、表現能力，當情況需要改變時，

會尋找方法適應新的情境並與自己協調，保留自己有用的老部分，而把不適的丟棄。

作者指出若我們能給予自己這些成長，那樣我們的身體會健康、心智能清新，且是

個有感情、喜悅、歡欣、真誠、創造，以及能生產的人；一個人若能夠站穩他自己

的雙足，他就能夠愛得更深、戰鬥得公平和有效，他能平衡自己的脆弱與堅韌，懂

得兩者之間的差別，進而能夠有效運用，達成他的目標。 
 
作者分享到在她多年的家庭工作中發現，向她求助的家庭都帶著四方面的麻煩 

一. 對自己的感覺和想法──自我價值 

二. 關於如何與人和人們來往得有意義──溝通 

三. 人決定如何感覺、如何行動的規則──家庭系統 

四. 如何與別人、組織連接，及家庭以外的對象──社會聯繫 
 
讓我們檢視自己在這屬靈的家──沙田堂，我們個人在信仰的成長路上，是否

能夠對自己和他人是真實和坦誠、是否願意冒險與身旁的弟兄姊妹分享最真實的說

話；當小組、牧區運作需要改變時，是否能夠一同尋找方法適應新的情境，並與組

員們一同協調，保留有用的老部分，而敢於把不適用的丟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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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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午堂 
鄭嘉慧 

鄭詠怡 

宣教師 

上帝， 

你看不見嗎？ 

(哈 1:1-4； 

3:16-19) 

詹志誠 張証傑 張証傑小組 
張証傑小組 

陳芷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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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的能力 

(哈 3:3-4，13，

16-19； 

詩 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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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哈 1:1-4、3:16-19 / 哈 3:3-4，13，16-19；詩 46:10 

宣  道               上帝，你看不見嗎？ / 復興的能力 

奉  獻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 親眼看見祢 

家事分享及祝福/祝禱   佘健誠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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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今主日）佘牧師前往宣道浸信會證道，請記念。 
3. 19-22/7（五至一）王桂芳牧師外出參與沙少區營會，請記念。 
4. 20-23/7（六至二）謝駿麒外出參與沙 8 區事奉者營會，請記念。 
5. 28/7（下主日）下午 2:00 於幼稚園親子室舉行堂委會，請各位同工、執事及堂委準

時出席，共商聖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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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鄭正秀姊妹的出殯禮於 25/7（四）中午 12:15 在瑪嘉烈醫院舉行，完成後，隨即往

哥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葬禮，請屆時吊唁。 
8. 鄧林弟姊妹的安息禮拜於 26/7（五）晚上 8:00 在世界殯儀館二樓永生堂舉行，翌

日早上 10:00 出殯禮，完成後，隨即往哥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葬禮，請屆時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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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耶和華行了大事 

1.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 祂鋪張雲彩當遮蓋 夜間使火光照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 祂在乾旱之處使水流成河 

2.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 祂命令狂風止息 那波浪就平靜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 祂張開雙手 我們就得飽足 

副歌：我們要歡呼 述說祂的作為 我們依靠神 就能施展大能 

我們要歌頌 要歡呼 述說祂的作為 我們依靠神 就能施展大能 

祂必帶領選民歡呼向前 祂將列國的地賜給我們 

 

全地齊讚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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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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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尊貴 

尊貴 何等尊貴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何等尊貴 

尊貴 何等尊貴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我敬拜祢 

聖潔 何等聖潔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何等聖潔 

聖潔 何等聖潔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我敬拜祢 

耶穌 我主耶穌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我主耶穌 

耶穌 我主耶穌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我敬拜祢 

 

奔跑不放棄 

每個狂風暴雨裡 祢同在在那裡 每個難處低谷裡 祢恩典在那裡 

每個傷心失望裡 祢愛我愛到底 在祢愛的光中 我得著能力 

副歌：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榮耀高舉祢的名 我跟隨不懷疑 

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這愛的路程裡 我奔跑不放棄 

**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至失望 

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祢的救恩是我盼望 雖然橄欖樹不效力 

也許葡萄樹不結果 我仍因救我的神歡欣快樂 

副歌：我要讚美 無論得時或不得時 我要讚美 每天從日出到日落 

我心堅定於祢 每天讚美不停 我要讚美 跳舞讚美 我要讚美 自由讚美 

大聲歡呼祢是永遠得勝君王  



4 

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我要歌頌祢 

讓歌聲穿梭 叫一切屬祢的都要頌揚 

海天也為祢深情的高歌 印証祢豐富中無變心思祝福 

讓思海棲身 祢廣闊浩壯的擺設裡面 

翻開每頁祢恩情的應許 讚嘆祢陶造裡每個精彩 

副歌：我要歌頌祢 智慧的完美 從來無別個匹配跟祢媲美 

是祢手編織厚恩 分佈耀眼星宿顯榮耀 

我要歌頌祢 永遠歌頌祢 祈求掏盡我所有稱讚給祢 

萬有都歡欣讚歌 心醉述說這創造完備 恩典的美 

 

榮耀神羔羊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副歌：惟有祂是榮耀 尊貴配得讚美 在寶座上的真神羔羊 

來敬拜祂 高聲齊來頌揚 在寶座上的羔羊 

 

讓我得見祢的榮面 

我的靈安靜在祢面前 深知道祢就在這裡 

我的靈降服在祢面前 知道祢是我的神 

副歌：讓我得見祢的榮面 彰顯祢心意 使我看見 

我要在這裡見到祢 定意要見祢的榮耀 

讓我得見祢的榮面 回應祢心意 與祢相連 

我要在這裡敬拜祢 定意要見祢的榮耀 

**榮耀同在充滿在這裡 羔羊寶座設立在這裡** 

 

主 求祢來恢復 

主 求祢來恢復 祢在我心中 充滿榮耀光輝的寶座 

主 求祢來恢復 祢在我生命中 熱情奔放燃燒的火 

副歌：願祢的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願祢恢復奇妙作為 彰顯祢同在 來翻轉我生命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祢的救恩是我盼望 雖然橄欖樹不效力 

也許葡萄樹不結果 我仍因救我的神歡欣快樂 

副歌：我要讚美 無論得時或不得時 我要讚美 每天從日出到日落 

我心堅定於祢 每天讚美不停 我要讚美 跳舞讚美 我要讚美 自由讚美 

大聲歡呼祢是永遠得勝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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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因主的名 

造物主 今高唱祢名字 和平之君 得勝者 

地上古今的君王 也折服於祢面前 

造物主 今高唱祢名字 全能之主 安慰者 

全憑主恩典憐憫 令我滿心溫暖 

副歌：全因主的聖名 勞苦可得安靜 

行走於孤單困惑裏面有主傾聽 

全因主的聖名 愁心可得歡樂 祈禱的必得勝 我以性命來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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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上太陽 

無論是住在 美麗的高山 或是躺臥在 陰暗的幽谷 

當你抬起頭 你就會發現 主已為你我而預備 

雲上太陽 它總不改變 雖然小雨灑在臉上 

雲上太陽 它總不改變 哈 它不改變 

 

親眼看見祢 

有祢 我生命不一樣 有祢 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 我不害怕困難 有祢 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 深處裏求告祢 祢在 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 我堅固避難所 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副歌：太陽還存 月亮還在 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 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6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聖殿充滿讚美 

聖殿充滿讚美 我心充滿平安 喜樂與榮光祂奇妙的賜給我 

頌讚耶穌的名 赦我罪賜自由 讓聖殿充滿讚美 使聖靈居住我心 

 

高舉雙手 

高舉雙手 向主歌唱 永活真神 再來君王 主耶和華 祢掌管我的心 

除祢以外我無別神 也沒有別的愛慕 

祢是我心所愛 豐盛無限的聖靈 因祢聖名 我願獻上我一生 

 

單單敬拜 

獻上我的心給祢 獻上我所有為祢 只願討祢喜悅 明白祢旨意 哦主 

 獻上我的心給祢 獻上我所有為祢 只願討祢喜悅 明白祢旨意 

副歌：*1.我敬拜祢 用全心全意全人 我敬拜祢 超越所有的一切 

 我敬拜祢 因祢是我的唯一 用全心全意 獻上我所有 單單就是來 愛祢* 

*2.我渴慕祢 用全心全意全人  我渴慕祢 超越所有的一切 

我渴慕祢 因祢是我的唯一 用全心全意 獻上我所有單單就是來 愛祢* 

*3.哈利路亞 哈利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哈利路亞 用全心全意 獻上我所有 單單就是來 愛祢* 

*4.主我愛祢 用全心全意全人 主我愛祢 超越所有的一切 

 主我愛祢 因祢是我的唯一 用全心全意 獻上我所有 單單就是來 愛祢* 

 

在乎祢 

祢的慈愛比天高 比海深 比我的生命更好 祢憐憫受傷痛苦的人 

祢的能力比風強 比山高 沒有難成的事情 覆庇軟弱無助的生命 

祢的眼睛看著我 從來沒有離開我 我是祢寶貝重價贖回的人 

祢伸出施恩的手 把我緊緊擁抱 我平安 我生命 在乎祢 

 

親眼看見祢 

有祢 我生命不一樣 有祢 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 我不害怕困難 有祢 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 深處裏求告祢 祢在 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 我堅固避難所 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副歌：太陽還存 月亮還在 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 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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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講員：鄭詠怡宣教師 
講題：上帝，你看不見嗎？ 
經文：哈巴谷書 1:1-4、3:16-19 
 

哈巴谷書 1 章 
1 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 
2 他說：「耶和華啊，我呼求你，你不應允，要到幾時呢？我因

強暴哀求你，你還不拯救。 
3 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你為何看着奸惡而不理呢？毀滅和強

暴在我面前，又起了爭端和相鬥的事。 
4 因此律法放鬆，公理也不顯明；惡人圍困義人，所以公理顯然

顛倒。」 
  

哈巴谷書 3 章 
16 我聽見耶和華的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我在

所立之處戰兢。我只可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犯境之民上來。 
17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

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 
18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19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

在高處。 
 這歌交與伶長，用絲弦的樂器。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講題： 上帝，你看不見嗎？ 講員： 鄭詠怡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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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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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講員：詹志誠宣教師 
講題：復興的能力 

經文：哈巴谷書 3:3-4，13，16-19；詩 46:10（和修本） 
 
哈巴谷書 3 章 
3 神從提幔而來，聖者從巴蘭山臨到；他的榮光遮蔽
諸天，頌讚遍滿全地。 
4 他的輝煌如同日光，從他手裏發出光芒，那裏隱藏
他的能力。 
 
13 你出來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你打破惡
人之家的頭，暴露其根基，直到頸項。 
 
16 我聽見這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
在所立之處戰兢；但我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那上來
侵犯我們的民。17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
果，橄欖樹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
棚內也沒有牛；18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
的神喜樂。19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
母鹿，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詩篇 46 章 
10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國中受尊
崇，在全地也受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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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由“仇怨”到“復興” 
 
 
1. 能力在於基督的臨在（哈 3:3-4，13） 
 
 
2. 能力在於忠誠的盼望（哈 3:17-19） 
 
 
結語：（哈 3:16；詩 46:10） 
 
 
反思問題： 
1. 你生命中有什麼是阻礙自己全然信靠主的？求主

拆毀、重建及更新。 
 
 
2. 你對自己及教會有什麼想望？這會否關乎你對主

有沒有確切的盼望？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講題： 復興的能力 講員： 詹志誠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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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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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第 1 頁封面文章） 
 
同樣我們也可以檢視在我們屬靈的家──沙田堂在以上四方面；所培養出我們

的自我價值感是低還是高？弟兄姊妹之間、沙田堂與弟兄姊妹的溝通是間接、曖昧

不清、不真實、不坦誠，還是直接的、清晰的、特定的、和坦誠的。在沙田堂的系

統之中規則是僵硬、非人性的、不能協調的、一成不變？還是有彈性的、人性的、

合適的、依情境改變的呢？最後在沙田堂之內，弟兄姊妹彼此間、與社會的聯繫是

懼怕的、討好的和責備的，還是開放的、有期許的呢？ 
 

雖然當中會有不盡相同的地方，但願我們都是向主、向弟兄姊妹坦誠，尋求在

信仰旅程中成長。願我們靠著上主的愛與恩典，能夠成為如作者所描述的能夠站穩

自己的雙足，能夠愛得更深、戰鬥得公平和有效，能平衡自己的脆弱與堅韌，懂得

兩者之間的差別，進而能夠有效運用，回應上主給我們每人的召命。 
 

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 下 
 

（全文完） 
 
 

 

每月為宣教士禱告 
2019 年 7 月繼續守望！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宣告：「我知道他們的行為和他們的意念。時候將到，我必將萬民萬族聚來，看見我的榮
耀。」以賽亞書六十六章 18 節 

目的：凝聚禱告力量，祝福前線事奉者，為支持的工人守望和禱告！ 

沙田堂宣教伙伴： 

柯柏文大黃蜂 
工場：晨光城 

➢ 最近一直留意老家發生的事，也記念大家，一同站立，一同守望。 

➢ 我們這幾個月比較忙，自從我們從咖啡店退股，就一邊尋求方向，一

邊用這空檔去另一個城市(B 城）禱告，因為之前有領受要多點來祝

福 B 城。 

➢ 這兩個月的感覺有點迷失，好像好多事情可以做，但進度緩慢，有種

停滯不前的感覺，不經不覺來了這地方快滿 7 年，最近常常總結這

7 年的經歷，有感恩有迷茫，有好多未知數。 

➢ 感謝大家一直記念我們，讓我們仍然找到家的感覺，每次回來都感

受到溫暖和鼓勵，一起努力！ 

竹居台： 

竹居台 

➢ 7-12 份竹居台將有五個單位出發往工場服侍，請禱告記念，包括： 

⚫ 柴灣堂：柑泉，創啟地區，7 月出發。 

⚫ 沙田堂：白樺樹，傾城，8 月出發。 

⚫ 鰂魚涌堂：笑臉姑娘，創啟地區，8 月出發。 

⚫ 鰂魚涌堂：馬尾家庭，創啟地區，8 月出發。 

⚫ 沙田堂：哈海山家庭，泰國，年尾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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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良家庭 
(沙田堂) 

工場：泰國 

➢ 為建校籌備事宜禱告。感恩一路上見到主的帶領和印證，給了我們

更大的信心和力量。求主預備購買土地需要的一千二百萬資金，帶

領具相同異象的泰國基督徒投資者參與計劃，引導我們找對合適的

夥伴。 

➢ 求主帶領家人兒女親近主，順服主！ 

➢ 求主帶領八月（1-13）短宣隊的籌備，預備母會和本地弟兄姐妹的身

心靈，做美好的服侍。求主預備要來參加福音三語營的學生，我們預

計有 120 人，中學生和大學生各 60。求聖靈的大能彰顯，願主得榮

耀！ 

小燕子家庭 
(沙田堂) 

工場：A 國 

➢ 因應大環境和大氣候的非常時期，請切切禱告記念小燕子和哈拿的

服侍，有主的保護和看顧！並祝福他們的兒女的成長和需要，常在主

的恩典和預備中。 

柑泉 
(柴灣堂) 

工場：創啟地區 

➢ 求主加力盡快適應當地乾熱天氣，身心靈好好安頓。 

➢ 7/7 - 8/7 將入讀當地語言學校，求主賜額外的聰明智慧和耐性學習

當地語言。 

➢ 求主預備合適的當地信徒群體 (特別是給姊妹的團契)，嘗試建立當

地支援網絡，彼此守望。 

米露家庭 
(油麻地基道堂、 

鰂魚涌堂) 
工場：東南亞區 

➢ 「一位高小學生正在學聖經原文，並想認識聖經翻譯工作...」 聽到

這消息我們也感汗顏。這孩子的母親招聚了幾個有心的家庭，並聯

絡差會， 好讓孩子更認識聖經翻譯工作。七月初阿露與另一位差會

同工會帶領這個親子聚會，此外還要主領另一個兒童差傳聚會，請

為我們預備工作祈禱，設計活動讓小孩子對差傳有更多認識。 

➢ 6-8 月份有一位香港姊妹過來短期幫助我們圖書館事工，及工場辦事

處的財務工作。我們感恩她奉献的心及對我們的幫助，也願 神祝福

我們有更多機會接待從香港來作短期服侍的弟兄姊妹。 

➢ 過了六月份的考試季節，七月份學生們的心情都很輕鬆，並準備迎

接暑假。我們家孩子在暑假也有些活動、營會。請記念他們也能好好

運用時間，不至閒懶。 

➢ 阿米自 3 月始每月都要往工場工作或進行會議直至九月份，需要智

慧分配工場，家庭及教會事奉，請大家代禱記念。 

魚蛋 
(基道旺角堂) 
工場：望道號 

➢ 記念完成 OM 南非差傳門徒訓練後，各學員們的未來路向。 

➢ 回港 1 個月，記念：1 善用時間、2 能多學習與家人相處、3 適應。 

➢ 記念 8 月上 OM 望道號服侍，有智慧為未來作準備。 

劉澤榮家庭 
(紅基堂) 

工場：烏干達 

➢ 為 19-28/7⾹港教會的短宣隊到來事奉的籌備⼯作禱告，求主讓本地

的教會、學⽣和短宣隊都經歷主⾃⼰的深恩厚愛。 

➢ 烏干達門徒宣教訓練計劃： 

www.ckterrace.org/tong-gong-jia-shu/liu-ze-rong-jia-ting 

➢ 為 Bukedea 和 Manafwa 教會落實開始的「⾃⼒更⽣計劃」禱告，求

主賜下飼養和管理的智慧和能⼒，使賣雞隻和雞蛋的盈利長遠能扶

助事⼯的發展。 

➢ 請記念南蘇丹難民關懷事工。 
** 更多宣教士代禱消息，請到竹居台網站查閱：http://www.ckterra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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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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領袖和信徒們常常警醒禱告，連於元首基督，無論面對

任何情況，都能有主的智慧、信心和能力去面對，去勝過一切的難處，經歷主

的同在！更多在禱告中經歷主的啟示和帶領！ 

2. 感謝多方的禱告守望，上週日的沙奮事奉者退修會順利進行，願聖靈的同在常

在各人心中動工，使各人開始每天更依靠主，更渴慕與主相遇。肯定及活出各

人在上帝裡的身份，在主的應許中活現天國的身份。 

3. 請為沙少區於 19-22/7（五至一）的營會代禱，現有 86 人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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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事奉者彼此配搭，經歷主的能力和信心！請為負責分

享信息的講員小火子（21/7）代禱，藉著信息激勵生命！請為組長、組員和新

朋友（20 多位，有 12 位未信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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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沙 8 區於 20-23/7 有事奉者營會，求主帶領，讓事奉者可以休息和整理這段

時間的信仰和生活反思。 

同工： 

1. 請為張大華牧師代禱，求天父顯明末後的日子可以更緊貼跟隨祂。 

2.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主賜她充足的精神、體力和靈力去服侍，最近會較忙：

19-22/7 參加沙少區營會，25/7 和 26/7 負責喪禮和慰勉，27/7 講道，求聖靈

充滿和指引，賜她當講的信息，能激勵她和會眾的心，經歷主的大能、恩典和

愛！她將於 1-13/8 參加泰南短宣，求主賜恩加力！ 

3. 請為鄭詠怡姑娘代禱，求主不斷更新她有哈巴谷的禱告生命、打開心聆聽神的

回應、滿有盼望，在極難的環境中仍然等候神的拯救！ 

4. 請為黃慧貞姑娘代禱，求主賜福她的身心靈都能健壯，在事奉及家庭中能得力

地服侍。 

5. 請禱告記念呂彩嫺姑娘的母親（盧顏姊妹），她於這兩個月經常發燒和咳嗽，

求主醫治她，賜她早日康復！ 

肢體： 

1. 莊佛送弟兄（沙 8區莊永傑的爸爸）於 11/7安息主懷；鄭正秀姊妹於 14/7安

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賜下平安和恩典！求主保守喪禮的籌備，有主的帶

領和預備，滿有主的盼望。 

2. 感謝主！沙旺區何騰駿李詠斯夫婦於 13/7添了麟兒，求主賜福孩子在主的愛、

父母和家人的愛及看顧中健康快樂地成長。求主賜智慧和愛心給父母，去撫養

和培育孩子，讓他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香港： 

求主保護香港常在主的真理中，一切嚷鬧、謊話都要除去，求主止息一切仇恨、

紛爭和暴力，有主的愛、包容和寬恕，脫離撒但一切的迷惑、攻擊和佔據，在主

裡得自由和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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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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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午堂成人： 152人 兒童： 3人 聖餐： 65人 沙苗區： 小天地： 8人
晚堂成人： 25人 兒童： 1人 聖餐： 25人 幼班： 30人

14/7 早堂成人： 95人 兒童： 4人 聖餐： 86人 中班： 22人
午堂成人： 109人 兒童： 11人 聖餐： 71人 高班： 11人

合計 成　　人： 381人 兒童： 19人 聖餐： 247人 沙苗區：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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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午堂 

鄭韻莉 

王桂芳 
牧師 

從聖經看復興： 
撒迦利亞的復興 

(亞 7:1-8:8) 

謝駿麒 
王健栢 
黃樂恒 

王健栢/ 
黃樂恒小組 

王健栢/黃樂恒小組 

張天恩  姚雄傑 

晚堂 張大華 呂彩嫺 高向陽 高向陽小組 
高向陽小組 

許家軒  黃素心 

28/7 
早堂 

呂彩嫺 
盧雅麗 
宣教師 

王桂芳 侯國龍 黎燕妮 

徐金勤  張承祜 
梁增鉅  梁瑞芬 

張敏儀  葉浩然 

午堂 陳家能 盧雅麗 
司事長：潘建恩  司事：譚穎思、鄺傑恒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謝翎翔小組/梁翠茵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