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拜程序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週六午堂：4：30pm(幼稚園)  晚堂：6：30pm(幼稚園) / 週日早堂：9：00am(幼稚園)  午堂及兒童小組：11：30am(培英) 

辦公室地址：沙田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  電話：26462469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閒話家常之「如果.....該多好啊！！」            呂彩嫺宣教師 

如果......這個世界是完美的那該多好啊！ 

如果世界全球經濟穩定，沒有戰爭，沒有自然災害，那該多好啊！

如果世界沒有邪惡，沒有恐怖分子，沒有自私爭權，沒有全球暖化，

那該多好啊！ 
 

如果......這個社會是和諧的那該多好啊！ 

如果人人都能和睦共處，享受和平，沒有社會衝突，沒有抹黑，

沒有貧窮，那該多好啊！如果社會沒有犯罪、房屋、教育、醫療、老

人及各樣社會服務不足等問題，那該多好啊！ 
 

如果......每個家庭是溫暖的那該多好啊！ 

如果每個家庭沒有糾紛，沒有怪獸父母，人們過著開心快樂的生

活，那該多好啊！可惜現實世界到底出了什麼差錯？為何社會不能和

諧共融？為什麼人活得這麼辛苦呢？ 
 

主耶穌在被釘十架前與門徒談論末後的事。門徒問：“請告訴我

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呢﹖”（太

24:3）這問題的次序是先談時候，再談預兆，但耶穌修正了信徒的觀

點──先談預兆，再說時候，因為要緊是邏輯上和觀念上的重要性。 
 

預兆“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太 24:8）“災難”原文作"生產之

難”。生產是一項改變，是一個新的國度要誕生；在新國度誕生前的

改變，就是災難或產痛，是為這喜樂的誕生的準備。這包括：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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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一．人事的變：“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太 24:7）

這是起因於人際關係的改變，人單顧自己，爭恨自私；社會達爾文

主義"適者生存”的思想，使人"彼此陷害”形成一個黑暗的世界。 
 
二．自然的變：天災加上人禍。如人濫用化學製品造成環境污

染，生態失衡，以致破壞大氣層，真是自作孽之害。 
 
三．宗教的變：先是宗教的迫害，以至宗教戰爭；還有宗教迷

惑及假基督等，所以我們要謹守禱告，在真道上建立自己。 
 
四．道德及價值的變：世界趨向多元共融，價值觀、道德觀.....

有些都扭曲了，如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現在也有國家接納同性婚姻

的。我深相這些事的背後，是由那惡者撒但主使，引人陷入沉淪。 
 
至於主再臨的“那日子，那時辰”，子不知；“惟獨父知道”

（太 24：36）。主耶穌說：“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

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路 21：28）想想看，世人因產難

而憂愁，信徒卻因新國度誕生的榮耀，喜樂而昂首！一憂一喜，是

因為歸屬和立場的差別。信徒仰望神“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

存的忍耐”，使我們面對苦難而勇敢無懼，甘受逼迫而喜樂，等候

主耶穌從天降臨（參帖前 1：3，10）。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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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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午堂 

鄭韻莉 

王桂芳 
牧師 

復興與我何干？ 
(亞 7:1-7； 
8:14-19) 

謝駿麒 曾家怡 曾家怡小組 
曾家怡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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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復興 
(亞 7:1-14； 

8:1-8) 

王桂芳 侯國龍 黎燕妮 

徐金勤  張承祜 
梁增鉅  許佩紅 

張敏儀  葉浩然 

午堂 陳家能 詹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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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亞 7:1-7；8:14-19 / 亞 7:1-14；8:1-8 

宣  道                復興與我何干？ / 真正的復興 

奉  獻                    復興聖潔 / 真實的悔改 

家事分享及祝福/祝禱   王桂芳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詹志誠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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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今主日)佘健誠牧師出席沙龍區退修會，請記念。 

3. 29/7-17/8(一至六)呂彩嫺宣教師放假，請記念。 

4. 28/7（今主日）下午 2:00 於培英中學 206 室舉行堂委會，請各位同工、

執事及堂委準時出席，共商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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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ean(Where Feet May Fail) 

1. You call me out upon the waters  The great unknown where feet may fail 

And there I find You in the mystery  In oceans deep my faith will stand 

Chorus: And I will call upon Your Name  And keep my eyes above the waves 

When oceans rise  My soul will rest in Your embrace  For I am Yours and You are mine 

2. Your grace abounds in deepest waters  Your sovereign hand will be my guide 

Where feet may fail and fear surrounds me  You've never failed and You won't start now 

* Spirit lead me where my trust is without borders  Let me walk upon the waters 

Wherever You would call me  Take me deeper than my feet could ever wander 

And my faith will be made stronger  In the presence of my Saviour*x3 

Last Chorus: I will call upon Your Name  Keep my eyes above the waves 

My soul will rest in Your embrace  I am Yours and You are mine 

 

主我高舉祢的名 

主我高舉祢的名 主我深愛稱頌祢 我甚欣慰祢愛我 我甚欣慰祢救贖我 

副歌：祢從天上降世間 指引我路 在世間被釘十架 我罪得贖 

從十架到墳塋 從墳塋升回天 主我高舉祢的名 

 

誰能使我與神的愛隔絕 

哦~ 神偉大的愛 何其長闊高深 竟不吝惜祂獨生愛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神稱為義的人誰能控告 誰能定他們的罪 

神若幫助我們 誰能敵擋我們 誰能使我與神的愛隔絕 

副歌：難道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 是逼迫嗎 是飢餓嗎 是赤身露體 危險 刀劍嗎 

不論是高處的 是低處的 現在的事 將來的事 都不能叫我與神的愛隔絕 

 

多麼奇妙 

當我抬起頭觀看天空 看見神的大榮耀 當我睜開眼 眾星辰在天 看見神的大作為 

在每一天齊歌頌神美好 在每一夜彰顯神的大智慧 

副歌：多麼奇妙 多麼美好祢手所造 萬物都看見 祢造這美麗的世界 

多麼奇妙 多麼美好祢手所造 我與眾天使一齊來讚美祢的名 

**萬物歌頌祢奇妙大尊榮 萬民都要看見祢大作為 讚美的聲音響徹在這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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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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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因為國度 權柄 榮耀 全是祢的 因為國度 權柄 榮耀 全是祢的 
因為國度 權柄 榮耀 全是祢的 直到永遠 直到永遠 

 
從這代到那代 

要將榮耀能力 歸給耶和華 祂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祂 
不分種族國家 齊聲來頌揚 在寶座前 高舉雙手 

副歌：從這代到那代 萬民不停頌讚 從地極到地極 萬民歡然獻祭 
從列國到列邦 齊尊崇祢為王 高唱哈利路亞 齊敬拜彌賽亞 
**眾城門抬起頭 榮耀君王將要進來 末後的榮耀大過先前的 
眾城門抬起頭 榮耀君王將要進來 萬國敬拜如眾水的聲音** 

 
10,000 REASONS (Bless The Lord) 理據有幾千個(頌讚主) 

Chorus：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副歌：頌讚主 心讚頌 我的心讚頌 
Worship His holy name. 是祢聖善名字 

Sing like never before, 0 my soul.盡意傾心唱頌 我心靈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要向主衷心敬拜 

1. The sun comes up, it's a new day dawning; 1.晨光初昇 日頭漸上發亮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我再向祢獻出歌聲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忘記了往事 在前面有多少障礙 
Let me b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我要唱讚美到晚間不歇 

2.You're rich in love, and You're slow to anger. 2.神滿有愛 不容易會發怒 
Your name is great, and Your heart is kind.憐憫眷顧 神名字浩大 

For all Your goodness, I will keep on singing;祢豐足恩典讓我唱歌不歇 
Ten thousand reasons for my heart to find.我要讚美理據有幾千個 

3.And on that day when my strength is failing 3.如我到了 尚存力氣耗盡 
The end draws near and my time has come 時間已近 到了那一天 

Still my soul will sing Your praise unending 仍讚美唱頌 我歌聲不終止 
Ten thousand years and then forever more 永遠讚美祢萬世不終結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Yes,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堅守作精兵 

深不可猜透 痛都只好承受 想掩蓋著我心房 你是你的身影 
聽此刻傾聽 看光境多奇妙 心走過落魄蹉跎 眼淚擦乾飄渺 

*來吧  放下重擔 解開枷鎖出黑暗 每步每步邁開踏破 
憑藉赦罪救贖  全然付出  不會怯懦 帶著使命勇氣奔跑不竭* 

副歌 1.常緊緊依靠主 在我心中永恒不改變 傳揚祢浩恩 翻過千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祢駕著 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求主充滿我心 

副歌 2.齊堅守作精兵 立志去爭戰並已誇勝 無牆教會中 宣告祢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祢駕著 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求主充滿我心 

**榮光普照全地 求主充滿我心 榮光普照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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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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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一首讚美的詩歌 
讓那讚美的聲音 在這空間響遍 讓那敬拜的心聲 永不休止 

讓我心中所有意念 此刻都交主的手裡 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 
副歌：人活著原是要歌頌讚揚 創造我的主 祢是配得榮耀 

人活著原是要將榮耀歸祢 一首讚美的詩歌 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 
 

陶造我生命 
神願祢來陶造我 使我在靈裡果子更多 

奇妙聖靈請將心窩潔淨 剔出污穢願能成聖 
恩主我求能像祢 心內柔和與謙卑 

憑熱愛熱誠感染萬千生命 彰顯美善靈性 
 

復興聖潔(粵語版) 
主 願祢復興我 心中的聖潔 

使我心完全潔淨 賜我重新有正直的靈 
主 願祢復興我 心中的聖潔 將我分別為聖 作祢榮耀尊貴器皿 

我的身體今已為祢預備 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我的生命只願為祢而活 榮耀祢名 

我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一生高舉基督的聖名 

 
主啊賜下靈火 

主啊賜下靈火 來拯救失喪靈魂 建立聖潔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 
主啊賜下靈火 來滿足我們需要 使我們行事正直 爭戰必得勝 

願火從天上降下 願烈火焚燒我們的心 
煉淨我們一生 燃點我們一生 這是我的呼求 

彰顯祢權能主啊 焚燒除掉我們的罪孽 
賜我烈火 復興之火 烈火從天 從天上降下 

 
真實的悔改 

主祢已救贖我們 招聚我們 為祢爭戰 
主我們同心尋求 祢的國度 祢的公義 

求祢赦免我們得罪了祢 從今天起我們要順服祢旨意 
副歌：主我們真實的悔改 回轉到祢面前 

求祢赦免我們的罪 潔淨我們的心 
主再次賜下祢恩典 再次賜下憐憫 

求祢塑造我們生命 為祢而活 一生討祢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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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世界之光 
耶穌 世界的盼望 唯一的真光 照亮一切黑暗 

耶穌 道路真理和生命 配得至聖尊榮到永遠 

副歌：萬國萬民齊來敬拜 在聖潔的光中 高舉耶穌基督的名 
天上地下齊來敬拜 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祢 世界之光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1.主 祢是我亮光 是我生命的保障 主 祢是尊貴 祢是可畏 是我的高臺 

2.主 祢是我牧者 是我生命的安慰 主 祢是拯救 祢是寬恕 是我的盾牌 

*抬頭吧 別再被勞役 降服吧 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 獲釋放祢國要彰顯* 

副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 

我要不惜一切 順服祢訓示 盡情地 獻上 作活祭 

 

神的殿天的門 

在這裡 歡笑被分享 在這裡 主愛湧流 在這裡 苦困獲拯救 在這裡 發放平安 
在這裡 敬拜的聲音響遍 在這裡 耶穌的名被高舉 

在這裡 祝福將漆黑轉化 在這裡 人要看見神蹟 

這裡是天的門 這裡是神的殿 於這裡天使上去下來 成就上帝旨意 
這裡是天的門 這裡是神的殿 於這裡主的國度要來臨 榮美充滿這裡 

於這裡 我們作主的聖殿 於這裡 我們是祢身體 於這裡 我們有一個渴望 

就是主的旨意成就在這地 (就是主的旨意成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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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的悔改 

主祢已救贖我們 招聚我們 為祢爭戰 主我們同心尋求 祢的國度 祢的公義 

求祢赦免我們得罪了祢 從今天起我們要順服祢旨意 
副歌：主我們真實的悔改 回轉到祢面前 

求祢赦免我們的罪 潔淨我們的心 主再次賜下祢恩典 再次賜下憐憫 
求祢塑造我們生命 為祢而活 一生討祢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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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講員：王桂芳牧師 
講題：復興與我何干？ 
經文：撒迦利亞書 7:1-7；8:14-19 
 
撒迦利亞書 7 章 
1 大利烏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撒迦利亞。
2 那時伯特利人已經打發沙利色和利堅米勒，並跟從他們的人，去懇求耶和
華的恩，3 並問萬軍之耶和華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說：「我歷年以來，在五月
間哭泣齋戒，現在還當這樣行嗎？」4 萬軍之耶和華的話就臨到我說：5「你
要宣告國內的眾民和祭司，說：『你們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
豈是絲毫向我禁食嗎？6 你們吃喝，不是為自己吃，為自己喝嗎？7 當耶路
撒冷和四圍的城邑有居民，正興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時候，耶和華藉從
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話，你們不當聽嗎？』」 

 
撒迦利亞書 8 章 
14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列祖惹我發怒的時候，我怎樣定意降禍，並
不後悔。15 現在我照樣定意施恩與耶路撒冷和猶大家，你們不要懼怕。16 你
們所當行的是這樣：各人與鄰舍說話誠實，在城門口按至理判斷，使人和睦。
17 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
這是耶和華說的。」18 萬軍之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19「萬軍之耶和華如此
說：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變為猶大家歡喜快
樂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期；所以你們要喜愛誠實與和平。」 

 
引言： 
1. 自省 
2. 委身 
思考問題： 
1. 從生命的反省中，那一方面對你有提醒和激勵呢？你如何回應呢？你看

見神在你的生命如何工作呢？那方面須要上帝的拆毀，那方面須要主的
重建呢？ 

2. 你對神的委身，現況如何呢？那方面做得不錯？那方面仍需進步呢？請
詳述之！ 

3. 從自省到委身，你如何進到或經歷主的復興呢？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講題： 復興與我何干？ 講員： 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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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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講員：盧雅麗宣教師 

講題：真正的復興 
經文：撒迦利亞書 7:1-14、8:1-8（和合本修訂版） 
 
撒迦利亞書 7 章 
1 大流士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耶和華的話臨到撒迦利
亞。2 那時伯特利人已經差遣沙利色和利堅‧米勒，並他們的人，去
懇求耶和華的恩，3 問萬軍之耶和華殿中的祭司，又問先知：「我當
如歷年以來所行，在五月哭泣齋戒嗎？」4 萬軍之耶和華的話臨到
我，說：5「你要向這地全體百姓和祭司說：『你們這七十年來，在
五月、七月禁食悲哀，豈是真的向我禁食嗎？6 你們吃喝，不是為自
己吃，為自己喝嗎？7 當耶路撒冷和四圍的城鎮有人居住，享繁榮，
尼革夫和謝非拉也有人居住的時候，耶和華藉從前的先知所宣告的，
你們不當聽嗎？』」 
8 耶和華的話臨到撒迦利亞，說：9「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
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彼此以慈愛憐憫相待。10 不可欺壓寡婦、孤
兒、寄居的和困苦的人。誰都不可心裏謀害弟兄。11 他們卻不留意；
聳肩悖逆，耳朵發沉，不肯聽從。12 他們的心堅硬如金剛石，不聽
律法和萬軍之耶和華藉著他的靈差遣從前先知所說的話。因此，萬軍
之耶和華大發烈怒。13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曾呼喚他們，他們不聽；
將來他們呼求我，我也不聽！14 我必以旋風將他們吹散到素不認識
的萬國中。他們離開以後，地就荒涼，無人來往經過；他們使美好之
地荒涼了。」 
 
撒迦利亞書 8 章 
1 萬軍之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2「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錫
安而妒忌，大大妒忌；我為了它妒忌而大發烈怒。3 耶和華如此說：
我要回到錫安，住在耶路撒冷中間。耶路撒冷必稱為忠實的城，萬軍
之耶和華的山必稱為聖山。4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將來必有年老的
男女坐在耶路撒冷的廣場上，各人因年紀老邁而手拿枴杖。5 城裏的
廣場滿有男孩女孩在玩耍。6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在那些日子，即
使這事在這餘民眼中看為奇妙，難道在我眼中也看為奇妙嗎？這是
萬軍之耶和華說的。7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要從日出之地、
從日落之地拯救我的子民。8 我要領他們來，使他們住在耶路撒冷中
間。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都憑信實和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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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引言 7:1-3 

 

1. 虛假的禁食 V4-7 
 

2. 真正的禁食 V8-14 
 

3. 上主的應許 V8:1-8 
 

反思問題： 

1. 撒迦利亞書提醒我們，主的子民若真心悔罪的話必會帶來行為

的改變──在所作的事上反映出祂的性格，你能夠分辨個人現

時所作的是否這樣？還是其他原因呢？向主分享並為此祈求祂

的幫助。 
 
 
 

2. 主應許必會復興以色列，屬祂的子民要等候，等候主的應許─

─對你有甚麼提醒或幫助嗎？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講題： 真正的復興 講員： 盧雅麗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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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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午堂成人： 62人 兒童： 4人 沙苗區： 小天地： 16人
晚堂成人： 26人 兒童： 2人 幼班： 16人

21/7 早堂成人： 89人 兒童： 2人 中班： 28人
午堂成人： 84人 兒童： 9人 高班： 42人

合計 成　　人： 261人 兒童： 17人 沙苗區：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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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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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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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大圍/馬鞍山同步直播地點： 

1.沙田浸信會小瀝源堂(地址:小瀝源源順圍 28號都會廣場 8樓) 

2.沙田崇真中學(地址:大圍美田路 1號) 

3.浸信宣道會恩霖堂(地址:火炭樂景街 2-18號銀禧薈 402室) 

4.馬鞍山平安福音堂(地址:馬鞍山恆安邨 86地段青年會書院) 

5.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地址:馬鞍山鞍誠街 26號) 

6.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廣源堂(地址:沙田廣源邨沙田循道衛理小學地下) 

7.香港聖公會靈風堂(地址:新界沙田圓洲角路 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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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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林前 13:7-

8 上，當教會要面對社會的動盪和艱難時，求主賜教會從主而來的智慧、
信心、盼望和愛心，忍耐和包容，在一切的事上都認定祂，超越一切環境
所影響，仍能剛強壯膽，不畏懼，生命在於祂，力量在於祂！與主同在，
靠著主前行，活出召命！ 

2. 求主幫助我們能透過反省生命，被主拆毀和重建，為罪悔改歸正，過聖潔
的生活，並能委身於主，遵主命而行，經歷主賜的復興！ 

3. 感謝主的帶領和保守，沙少區的營會(19-22/7) 順暢地圓滿結束，營友的
生命被主激勵，與主和與人聯繫，並向主作生命的回應，求主堅定他們的
信心，並能實踐所定的回應，繼續學習和成長，主賜恩和加力給他們！ 

4. 請為白樺樹的「傾城」短宣差遣禮（4/8）代禱，求主藉這行動更能確認
她的心志和為她祝福禱告，主差遣她在那地有美好的服侍，經歷主的大能
和愛，滿有主的恩典！ 

5. 請為沙奮區代禱，感謝主為尋找工作的肢體預備了新工作，願主大大使用
他們，以天國兒女的身份在職場中勇敢作見証，並以敬虔的生命吸引人歸
主。求主繼續為等候工作的肢體預備，在等候中遇見主的恩惠。 

堂委： 
1. 請為李偉禾弟兄心繫香港禱告，大家一起齊心祈禱：「主啊！求你憐憫醫

治香港，所有紛爭仇恨遠離這地方。求主的愛醫治一切的傷口，主是醫治
者，真愛的源頭。主啊！求你赦免我們一切軟弱，賜我們一顆謙卑愛人的
心。求主的愛撫平一切的傷痕，我們仰望和平的君王。能遵行主教導，我
們彼此相愛，合而為一，心連心，手牽手，求主幫助我們同心禱告，願真
愛充滿每一個角落。」 

2. 請為尹鳳蓮姊妹代禱，她持續發燒數天，求主醫治，賜她健壯的身體，快
快康復！ 

3. 請為黃意君姊妹代禱，求主賜她智慧去面對社會的轉變；感恩她的心裏雖
難受，但有平安。 

肢體： 
請為沙勉區龍甜婆婆代禱，她因腰痛，在家臥床個多月後，於 24/7因不適入
院留醫，待情況穩定後，可能需要接受手術，求主醫治保護她，賜醫生智慧，
使她得到合適的治療，減少痛楚，有好的康復！ 
香港： 
1. 請為元朗和各區的治安代禱，求主遏止一切暴力行為，使兇徒能繩之於

法。求主醫治和安慰全港居民的身心靈，賜下平安。！ 
2. 請為 1-10/8港九培靈研經大會代禱，求主激勵更多信徒參加，在這時代

能更多明白和活出真理。 
3. 並求主幫助信徒能放下分歧，同心守望香港，祈求主賜的安寧和盼望，

讓香港成為主的神聖國度「Holy Kingdom」！   



14 

二零一九年八月份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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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午堂 

連皓晴 
路得 

姊妹 
自由題 

謝駿麒 陳德榮 陳德榮小組 
陳德榮小組 

陳浩銘  陳芷茵 

晚堂 黎雪釵 鄭詠怡 朱銘珊 朱銘珊小組 
朱銘珊小組 

李雅思  陳雅芝 

4/8 
早堂 

趙振江 
佘健誠 

牧師 

從使徒行傳 

看復興之教會聖潔 

(徒 5:1-11) 

鄭嘉慧 黃意君 陳偉業 
吳小燕  胡佩琼 
張承祜  梁增鉅 
馮愛琼  李國恩 

午堂 方卓雅 鄭詠怡 
司事長：劉俊彥    司事：翁綺雯  梁嘉欣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林穎芝小組/陳務耘小組 

10/8 
午堂 

陳上言 

佘健誠 

牧師 

從使徒行傳 

看復興之教會聖潔 

(徒 5:1-11) 

詹志誠 陳上行 陳上行小組 

陳上行小組 

劉愛婷  邱鎮威 

鄭嘉慧  詹志誠 

晚堂 黃旭葵 張大華 譚柏然 譚柏然小組 

譚柏然小組 

黃素心  羅偉成 

盧雅麗  鄭詠怡 

11/8 
早堂 

李偉禾 

路得 

姊妹 
自由題 

鄭嘉慧 尹鳳蓮 李仕波 

羅淑卿  何強華 
徐金勤  羅  妹 

羅淑卿  林麗珊 

羅偉真  鄭嘉慧 

午堂 胡穎怡 盧雅麗 

司事長：伍恩君   司事：梁嘉慧  甄國文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 
吳麗妮小組/梁銘茵小組/葉永健小組/林恒生小組 
襄禮：司徒麗燕  鄭詠怡  詹志誠 

17/8 
午堂 

梁亦璇 
梁永善 

牧師 

無語望蒼天 

(哈 2:1) 
謝駿麒 尹穎欣 尹穎欣小組 

尹穎欣小組 

何博文  張天恩 

晚堂 謝瑋晏 

謝駿麒 

宣教師 

從聖經人物 

看復興：約翰 

(可 3:17，路 9:51-

56，約 18:15， 

加 2:9，路 23:34) 

鄭詠怡 區俊英 區俊英小組 
區俊英小組 

盧俊傑  潘健嘉 

18/8 
早堂 

張大華 王桂芳 方卓雅 葉偉樂 

許佩紅  梁瑞芬 
李仕波  麥仲衡 

黃麗芬  葉浩然 

午堂 鄭詠怡 佘健誠 
司事長：何錦培  司事：譚穎思  姚漢燊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翁綺雯小組 

24/8 
午堂 

吳頲欣 

鄭詠怡 

宣教師 

從聖經人物 

看復興：彼得 

(三次不認主) 
(太 16:17，路

22:32，約 21:15-
17，徒 2、1:3-4，
彼前 1:1、5:13) 

詹志誠 林佩玲 林佩玲小組 
林佩玲小組 

陳嘉允  姚雄傑 

晚堂 曾榮燊 張大華 梁宛芬 梁宛芬小組 

梁宛芬小組 

林煒菁  梁玉英 

25/8 
早堂 

陳文豪 
呂彩嫺 

宣教師 

屬靈生命的轉捩點 

(路 22:54-62) 

王桂芳 羅偉真 葉浩然 

張敏儀  劉詠儀 
劉詠思  梁秀英 

張敏儀  劉詠儀 

午堂 司徒麗燕 盧雅麗 
司事長：葉智軒    司事：戴啟耀  陳堅浩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林穎芝小組/陳務耘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