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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詹志誠宣教師 
    本月有個晚上，當太太及孩子們巳入睡了，我坐在廳中再看手機，內心好痛好
難過，心裡求主讓街上各人安好回家，我喝了兩啖水，更有一種嘔心的感覺，亦不
想上床去。食、飲、睡也不想了。自己察覺稍為可以作的，就是嘗試深深呼吸，原
來也是不容易，我求主施恩憐憫，我想起畢德生牧師(Eugene Peterson 1932-2018)
就聖經的馬太福音 5:3a 他翻譯如下： 

 
You are blessed when you a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Matthew 5:3a, MSG) 

當你在繩子的盡頭時，你是有福的。 
 

    我們真的像到一個極限，身心靈也像已跌進深淵，甚至有人在傳媒表達，香港
也像快要跌入深坑之中。即使那份無力感十分真實，或許當下你我也像牢牢地抓緊
著自己僅有的。馬太福音 5:3 是主耶穌親自講的說話，告知我們即使落入這種處境，
天國是屬於我們的，並是有福的。這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我想起三年前的一個七月。 
    那年的暑假，我因需要修補心瓣，便從宣教工場回港，入院做了一個須打開心
臟才能動的大手術，人稱大手術可能是因為手術完畢後，我必須在加護病房(ICU)被
緊密觀察，記得在 ICU 半夢半醒的我看見太太在我面前，她哭得像要送我最後一程
似的，她驚恐地看著被不同的喉管及電線包圍的我，使我們感到生命是何等的脆弱，
活著全賴恩典這念頭，亦在這刻再一次植根於我心裏。全賴恩典這一個心態叫我要
降服上帝的主權，當我連呼吸也不能掌握的時候，降服及交托是生命中不可少的意
識，這意識像逼使我進入一個另類安靜的境況中，這份安靜沒有因病房的嘈雜聲被
驅散，這份安靜亦沒有因我傷口未能癒合而疼痛變得不實在。察覺這份安靜源於發
現自己別無他法，只能捉緊主的恩手，全心求主與無力的我走過人生一段死蔭幽谷。
三個月後，因康復進度理想，經醫生許可，我就懷著一個新的心回工場去。回想那
時是主給我一次屬靈甦醒的機會，感覺就像以西結書 36:26a 所記的一句話「我也
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這個新的靈鼓勵我在日後更要卑己
信靠。 
    在艱難的日子，再沒有甚麼把握的時候，讓我們沙田堂同心求主賜下一份安靜
信靠的心，使我們察悟祂所說天國就在我們心裡的這份應許(參:路 17:21)。有一個
希臘字 ἡσύχιος (hēsyxos)意思是人心中一份屬靈內在的安穩，是一份屬主的平安，這
平安與世界是有別的，可以使我們心裡不再愁煩，也不再膽怯(參:約 14:27)。這希
臘字在新約中出現過兩次(參:提前 2:2、彼前 3:4)，就像從天上來十分寶貴的禮物，
參提前 2:2 來看，保羅所要鼓勵提摩太的，不單是要為世人代禱，更是要操練對神
有份敬虔降服的心，活出卑己信靠的生命，從而由內而外活現一份平穩安寧。在當
前的危機中，求主賜下我們沙田堂能領受一份 hēsyxos 的機會，在這風高浪急的處
境，以降服及敬畏的心，向神大膽求告，願意我們的生命能在這日子繼續大大被主
更新改變，同心得見復興的能力，堅定地在這城市成為光成為鹽。誠心所願。 
代堂主任： 佘健誠牧師(沙龍區) 執  事： 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 
牧 師： 張大華牧師(沙 B 區總區牧、沙望區、沙旺區、沙約區及沙泉區)  林德瑩執事、司徒麗燕執事、 

 王桂芳牧師(沙勉區、沙少區)                                  林偉漢執事、莫苑萍執事 
宣教師： 呂彩嫺宣教師(沙勉區)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  
 盧雅麗宣教師(沙星區、沙宣區) 黃慧貞宣教師(沙苗區) 詹志誠宣教師(沙綠區) 
 鄭詠怡宣教師(沙靖區) 鄭嘉慧宣教師(沙奮區) 陳智衡宣教師(義務) 
行政同工： 楊麗珍、蔡碧翠、蔡榮欣、張雪瀅 工 友：周劍平、張嘉輝、關自力、陳達文 

https： / /www.cccstc .o rg  
https： / /bit . ly /stciosapps  

https： / /bit . ly /stcandroid  
@cccstc .off ic i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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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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 

午堂 
張大華 

邢福增 

院長 

我們與惡的距離 

(羅 5:1-5) 
鄭嘉慧 盧志明 

盧志明 

小組 

盧志明小組 

陳浩銘  姚雄傑 

晚堂 謝瑋晏 

佘健誠 

牧師 

聖經有益 

(提後 3:16-17) 

鄭詠怡 高向陽 
高向陽 

小組 

高向陽小組 

羅偉成  梁玉英 

20/10 

早堂 
王桂芳 呂彩嫺 林德瑩 葉偉樂 

黎燕妮  黃麗芬 

梁瑞芬  胡佩琼 

梁宛芬  黃麗芬 

午堂 鄭詠怡 謝駿麒 
司事長：伍恩君 司事：陳堅浩 梁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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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5:1-5 / 提後 3:16-17 

宣  道                   我們與惡的距離 / 聖經有益 

奉  獻                      唱哈利路亞 / 祢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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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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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邢福增院長週六午堂蒞臨證道，不勝

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2020 年度堂委選舉合資格候選人的邀請信已寄出，收到邀請信的肢體，

不論參選與否，請於 20/10(日)前將回條郵寄 /傳真:26373800 /WhatsApp: 
90148353 傳回辦公室或於崇拜放入指定的收集箱內，願我們一起關心教
會的需要。 

4. 「泰南辦學購地專款」需$1,200 萬，沙田堂目標支持$120 萬，堂會奉獻
$20 萬，現已認獻$452,150，還需$547,850，若然以 6,000 元為一個單位，
還需 92 個單位就達標了。請弟兄姊妹祈禱後填回應卡及奉獻，填妥後投
入回應箱。若然你也同感這是神的旨意，必然成就，我們便努力參與，
見證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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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10,000 REASONS (Bless The Lord) 理據有幾千個(頌讚主) 
曲、詞：Matt Redman  Jonas Myrin 中文譯：Raymond Tam 版權屬 Sixstepsrecord/Sparrow Records 所有 

Chorus：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1.The sun comes up, it's a new day dawning;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Let me b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2.You're rich in love, and You're slow to anger. 
Your name is great, and Your heart is kind. 

For all Your goodness, I will keep on singing; 
Ten thousand reasons for my heart to find. 

3.And on that day when my strength is failing 
The end draws near and my time has come 

Still my soul will sing Your praise unending 
Ten thousand years and then forever more 

副歌：頌讚主 心讚頌 我的心讚頌 
是祢聖善名字 
盡意傾心唱頌 我心靈 
要向主衷心敬拜 
1.晨光初昇 日頭漸上發亮 
我再向祢獻出歌聲 
忘記了往事 在前面有多少障礙 
我要唱讚美到晚間不歇 
2.神滿有愛 不容易會發怒 
憐憫眷顧 神名字浩大 
祢豐足恩典讓我唱歌不歇 
我要讚美理據有幾千個 
3.如我到了 尚存力氣耗盡 
時間已近 到了那一天 
仍讚美唱頌 我歌聲不終止 
永遠讚美祢萬世不終結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Yes,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我相信 
曲：曾祥怡、游智婷  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相信天父創造世界 我相信耶穌死裡復活 我相信聖靈住在我心 賜給我寶貴極大能力 
副歌：I believe 我相信耶穌是真神 永遠得勝君王 

我敬拜 高舉耶穌基督的名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死亡的毒鈎 你在哪裡 墳墓不能勝過復活的能力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萬膝要跪拜 萬口承認 耶穌基督 世界的主* 
 

願祢公義降臨 
曲、詞：方文聰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 Worship Nations 所有 

神求祢喜悅 我們的敬拜 獻上誠實公義正直的心 
願我們行事為人 對得起主祢 作祢看為義的子民 

唯願祢公義 如滔滔江河 公平 如大水滾滾 
神又豈止於聖殿中 祂憐恤 受壓的人 主帳幕在人間(願祢公義降臨) 

祢的國 祢的義 祢公義降臨(x3) 
 

神坐著為王 
曲、詞：西伯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神啊我要一心稱謝祢 神啊我要高舉祢聖名 
我要因祢歡喜快樂 至高的主啊 祢榮耀使我心歌頌祢 

驅黑暗留住美 藉著神重拾愛 齊心禱告以真誠 藉主誇勝 
要頌揚神是愛 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 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副歌：就算翻起千般駭浪 主必會為我掌舵 每日隨時乘風破浪 樂道主的凱歌 
要頌揚神是愛 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 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唱哈利路亞讚美主 

曲、詞：Linda Stassen-Benjamin  版權屬 New Song Ministries 所有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Sing Hallelujah Sing Hallelujah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唱哈利路亞讚美主 
唱哈利路亞讚美主 
唱哈利路亞  唱哈利路亞 
唱哈利路亞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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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安靜 

曲：游智婷、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安靜讓平安入我心 深深知道祢是我的神 風浪讓我靈更堅定 在我身旁祢使風浪平息 

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祢陪我走向應許之處 

充滿盼望 我一生要敬拜 生命滿有祢的印記 

 

充滿在這裡 
曲：陳琰冰、游智婷 詞：陳琰冰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神的國度從天降下來 神的光輝照亮在這裡 
榮耀尊貴圍繞在寶座前 聖潔榮光遍滿在全地 
神的能力從天降下來 神的榮美彰顯在這裡 
天使天軍俯伏在祢面前 大能同在充滿祢殿宇 
副歌：在這裡 在這裡 榮耀同在充滿在這裡 

讓我們謙卑尋求祢 在祢殿中與祢相遇 
在這裡 在這裡  恩典能力充滿在這裡 

讓我們的敬拜不停息 將當得的榮耀全都歸於祢 
*榮耀國度充滿在這裡 大能同在充滿在這裡 
尊貴榮耀充滿在這裡 聖潔榮光充滿在這裡* 

 
耶穌的名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耶穌神的愛子 耶穌榮耀君王 能力 權柄 智慧 公義 遠超過全世界 

2.耶穌神的愛子 耶穌榮耀君王 萬有俯伏在祢腳前 世間的救贖主 

副歌：耶穌的名 超乎萬名 榮耀尊貴都歸於祢 

萬膝要跪拜 萬口要承認 耶穌我敬拜祢到永遠 

**疾病不能 死亡不能 勝過耶穌的名 世上沒有 任何困難 勝過耶穌的名 

醫治能力 救贖恩典 都因耶穌的名 營壘攻破 爭戰得勝 都因耶穌的名** 

 
黑暗終必過去 

曲：古丹青 詞：朱浩廉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 世間昏暗 願有點燭光 燃亮心底盼望 無盡旅途 仍信會有終點 再艱苦也能擋 

2) 縱使飄泊 但有主應許 疲乏者得靠岸 始終相信 神祢永遠掌管 讓我輕看禍困不安 

3) 永久不變 耀眼的真光 原是一生盼望 渴想得見 神國這裡彰顯 此刻心裡沒有驚慌 

副歌：黑暗終必過去 消散似風吹 罪惡張狂 顛覆錯對 祢未允許 

抬頭彷彿充斥烏雲 天空在流淚 我都相信平安是藏於 祢的手裡 

(我總相信平安在乎主) 

 

祢的話 
曲：祁少麟 詞：葉薇心 版權屬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所有 

我將祢的話語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祢 免得我遠離 

主啊 與我親近 我愛祢聲音 作我腳前的燈 作我路上的光 

天地將要過去 祢的話卻長存 天地將毀壞 祢的話卻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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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因主的名 

曲、詞：西伯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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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愛我 

曲：William B. Bradbury 詞：Anna Bartlett Warner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 耶穌愛我萬不錯 因有聖經告訴我 

凡屬我主眾小羊 雖然軟弱主強壯 

2. 耶穌愛我捨生命 將我罪惡洗乾淨 

天堂榮門替我開 把他小羊引進來 

3. 耶穌愛我永不忘 永不離開他小羊 

白日遭難主搭救 黑夜睡覺主看守 

副歌：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有聖經告訴我 

 

祢的話 

曲：祁少麟 詞：葉薇心 版權屬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所有 

我將祢的話語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祢 免得我遠離 

主啊 與我親近 我愛祢聲音 作我腳前的燈 作我路上的光 

天地將要過去 祢的話卻長存 天地將毀壞 祢的話卻長新 

 

你問我幫助從何而來 

你問我幫助從何而來 從造天地耶和華而來 

像眾山圍繞耶路撒冷 主怎樣圍繞祂百姓 

圍繞 圍繞 像眾山圍繞祂百姓 圍繞 圍繞 從今時直到永遠  

 

剛強壯膽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剛強壯膽 不要畏懼 神現與我們同在 

剛強壯膽 不要畏懼 神現與我們同在 

神應許不變更 耶穌站此地當中 

神已同在 未計何地 全世界都屬我的主 

神已同在 未怕仇敵 神已踐踏仇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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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我主尊榮可畏 
曲、詞：Rich Mullins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我主尊榮可畏 祂掌權在天地之上 
滿有智慧能力 我主尊榮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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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詞：Matt Redman  Jonas Myrin 中文譯：Raymond Tam 版權屬 Sixstepsrecord/Sparrow Records 所有 

Chorus：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1.The sun comes up, it's a new day dawning;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Let me b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2.You're rich in love, and You're slow to anger. 

Your name is great, and Your heart is kind. 

For all Your goodness, I will keep on singing; 

Ten thousand reasons for my heart to find. 

3.And on that day when my strength is failing 

The end draws near and my time has come 

Still my soul will sing Your praise unending 

Ten thousand years and then forever more 

副歌：頌讚主 心讚頌 我的心讚頌 
是祢聖善名字 
盡意傾心唱頌 我心靈 
要向主衷心敬拜 
1.晨光初昇 日頭漸上發亮 
我再向祢獻出歌聲 
忘記了往事 在前面有多少障礙 
我要唱讚美到晚間不歇 
2.神滿有愛 不容易會發怒 
憐憫眷顧 神名字浩大 
祢豐足恩典讓我唱歌不歇 
我要讚美理據有幾千個 
3.如我到了 尚存力氣耗盡 
時間已近 到了那一天 
仍讚美唱頌 我歌聲不終止 
永遠讚美祢萬世不終結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Yes,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祢的話 
曲：祁少麟 詞：葉薇心 版權屬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所有 

我將祢的話語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祢 免得我遠離 
主啊 與我親近 我愛祢聲音 作我腳前的燈 作我路上的光 
天地將要過去 祢的話卻長存 天地將毀壞 祢的話卻長新 

 
差遣我 

曲、詞：周巽倩 中文譯：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生命 帶希望入人群中 
主告訴我如何付出我的關懷 將溫暖帶入世界 
我看到靈魂中的憂傷 孤獨中人的心在角落顫抖 

差遣我 差遣我 我願付出我所有 
差遣我到需要祢的人群中 

充滿我 充滿我 用祢愛來充滿我 
再一次緊握他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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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九日(週六午堂) 
講員：邢福增院長 
講題：我們與惡的距離 
經文：羅馬書 5:1-5 

1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 

與神相和。2 我們又藉着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

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

知道患難生忍耐，4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5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 

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九日(週六午堂) 
講題： 我們與惡的距離 講員： 邢福增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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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九、二十日(週六晚堂/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員：佘健誠牧師 
講題：聖經有益 
經文：提摩太後書 3:16-17（新漢語譯本） 

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17 叫屬神的人得

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大綱： 
1. 有益的（提後 3:16） 

 
 
2. 目的：裝備和行善（提後 3:17） 

 
 
3. 總結 

 
 
反思問題： 
1. 究竟聖經對你來說，有甚麼益處？請分享。 

 
 
2. 恒久研讀聖經，對你來說，有甚麼困難？若有，你又如何解決這

些困難？請分享。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九、二十日(週六晚堂/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題： 聖經有益 講員： 佘健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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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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四季裝備中心課程 
 

認識中華基督教會 
本課程旨在讓沙田堂的弟兄姊妹認識中華
基督教會和沙田堂的歷史，信仰，傳統和發
展情況，從而建立沙田堂精神。 
導師：陳智衡博士 
日期：27/10-10/11（逢週日，共三堂） 
時間：下午 2:00-4:00                                  網上報名： 
地點：幼稚園 
人數：12人或以上才開班 
要求：凡有耳可聽者！ 
費用：$20 
截止日期：20/10(今主日)                      https://bit.ly/stc191027 

日期 課堂內容 
27/10 中華基督教會的信仰傳統與歷史 
3/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發展 
10/11 灣仔堂基因下的沙田堂 

   
啟示錄選讀 

〈啟示錄〉充斥著很多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圖象、比喻、數字，故一向被信徒視為是一卷
艱深難懂的書卷而不敢去觸碰。本課程將與大家一起回到第一世紀，看看當時信徒在面
對宗教及社會各種挑戰及迫害時，如何持守信仰，並藉著他們的經歷及主對他們的教訓，
反照今天，以鼓勵及提醒洽在現今世代的信徒們。 
導師：陳思語博士（建道神學院國際學院主任，曾在香港牧會 7年，其後在創啟地區神
學院任教 3年，自 2017年起至今在建道神學院服侍）        網上報名： 
日期：9/11-7/12（30/11除外，逢週六，共四堂） 
時間：上午 10:30-中午 12:00 
地點：幼稚園禮堂 
要求：有心學習的你！ 
費用：$100 
截止日期：27/10(下主日)                                  https://bit.ly/stcbsn27 
   

B602差傳的屬靈爭戰 

從聖經中認識屬靈天空的運作，裝備自己
穿上全副屬靈軍裝，學習拿起聖靈的寶
劍，以禱告明白屬靈的策略才能有效為主
作戰。正如 OMF宣教士富能仁，在栗粟工
作十年都未有果效，直至以祈禱打破背後
的黑暗捆綁，今天栗粟族全族有 90%信徒。 
導師：張大華牧師 
日期：13/11-18/12(逢週三) 
時間：晚上 7:45-9:30 
地點：博康幼稚園                                      網上報名： 
要求：  1.有宣教心志優先 

2.每課前研讀『攻破堅固營壘』一章 
費用：$80(包括書本) 
截止日期：27/10(下主日) 
 

                                         https://bit.ly/stcb602 

日期 課堂內容 

13/11 認識聖經之屬靈爭戰(創 3) 

20/11 高度組織化的撒但國度 

27/11 天上的爭戰，地上的得勝(弗 6) 

4/12 屬靈爭戰的七件武器 

11/12 捆綁壯士，擊退壯士(太 12) 

18/12 控制各國的壯士 

 

下週截止 

本週截止 

下週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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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為宣教士禱告 
2019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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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滿了 7 年，進入第八年了，在新的 7 年開始，天父給我們身心靈

的更新，讓我們恢復對祂的信心，和服侍的熱情。最近，天父開路，

有鄰國的牧者邀請我們一起同行，祈禱，我們感到真的是下一階段

的開啟。本地朋友也慢慢成長成熟，這幾年較親密的小羊，也開始可

以一起團隊服侍，慢慢成型。看見這一切，心里很感恩，也期待新的

7 年會看到爸爸更大作為。 

竹居台： 

竹居台 

 哈海山家庭(沙田堂)將於 23/12 到泰國服侍，求主保守他們這段籌備

的時間，有主的帶領，經歷主豐富的預備和恩典，並可更多與弟兄姊

妹分享，激勵他們，在宣教的路上有份。 

白樺樹 
(沙田堂) 

工場：傾城 

 在家鄉的家人─在困難的社會環境中，求主賜下平安和信心，讓他

們都知道祂是主，家人的關係得以被保守。宣告主是看顧我們一生

和每一個需要的阿爸父。 

 在學校的家人─感恩與個別老師的關係有所進深，甚至能有在屬靈

上特別為學校打拼的夥伴。因著節日，跟管理層建立了更深的友誼，

更全面立體的認識。 

 我的朋友圈─繼續為我能在信仰群體中能建立有深入而有意義的友

誼禱告。 

 住所─為期三個月的租約將滿，希望能找到一個更適合的地方，或

是安靜獨居，或與信徒分租。求主帶領。 

李偉良家庭 
(沙田堂) 

工場：泰國 

 偉良已辭去現任的工廠職務，將於十一月全時間投入籌建學校的工

作。求主保守我們和各參與該事工的弟兄姐妹們身心靈健康，親近

主，做各種大小決定時，常有從主來的智慧與引導。求主預備買地所

需的資金，保守建校公司順利籌組及登記。 

 感謝主預備了忠心的同工在大學、中學及華人事工上努力服侍。上

週剛有兩個大學生接受洗禮，加入本地教會。求主將得救的人天天

加給我們，並保守信主的小羊健康成長，做主門徒，能繼續教導那可

以教導的人。 

 求主引導兩個孩子及家人走主的道路，愛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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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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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澤榮家庭 
(紅基堂) 

工場：烏干達 

 7 月份分享會及短宣過後皆有弟兄姊妹詢問「門徒訓練計劃」詳情，

現再進一步個別了解心志，求主開道路。 

 現正計劃在港籌組「Footsteps Africa」事工支援平台，求主預備有負

擔的肢體。 

 9 月份收到肢體奉獻，Manafwa 地區學校可再多支持 20 名學童學

費，現總資助 64 名孩子。 

 自力更新計劃─養雞已購入雞隻，期待不久將來能有盈利補助學校，

扶助更多貧困家庭。 

 11 月初會到國內開會及教學，並在 11 月中在荷蘭一華人教會的宣

教年會作講員分享，求主使用分享非洲的宣教需要。 

 記念悅呈九月開始申請明年大學，求主引領作合適的報考。 

 天憫九月回荷蘭升讀二年班，求神保守他能有更多基督徒的同學一

起學習成長，有更多空間委身教會事奉。 

魚蛋 
(基道旺角堂) 
工場：望道號 

 九月開始在OM望道號服侍，求：1主賜智慧分配時間、2在船上生活

的適應、3另一個leader 彼此同心服侍、4船員們都能專心事主。 

 八月尾祖父離世，求主保守家人的心情。 

芥菜種家庭 
(基道旺角堂、 
大角咀基全堂) 

工場：大山小山國 

 我們在工場上雖經歷危機，但仍看到父神的同在與保守，也讓我們

經歷到出人意外的平安。 

 感恩在海外會議期間，父神預備了一位溫柔的輔導員幫助大芥打開

心扉，讓她能釋放她的哀痛和恐懼；而作為父母，我們在旁觀察，學

習到如何能更有效地陪伴大芥成長和同行。 

 要將被爆竊的空屋回復原貌，需時也需力，求父神在過程中繼續賜

下我們所需的一切，我們也很是期待，讓我們盡快搬回村中。 

 因現在還是忙於重整家居、維修被撞毀的車輛和處理一些生意事宜，

希望一切安頓後，能盡快和我們的 D 族朋友見面，和繼續針灸服侍。 

 感恩九月份有機會能上針灸進深班，願父神使用我們，讓我們日後

能祝福更多病患的朋友。 

 被捕的年輕人已被提堂，還有幾次的聆訊，願父神光照他，使他能真

正悔改，在牢獄中，能真誠改過，能浪子回頭。 

 生意平台方面，剛聘請一位負責行政的兼職員工，願父神賜福，讓他

成為我們的得力助手。 

笑臉姑娘 
(鰂魚涌堂) 

工場：創啟地區 

 這學年承擔一年班班主任一職，共八位學生（六男二女），其中三位

需要額外的關注和跟進。除了一週四節英文堂以外，我每天所做的

好像他們的母親，無所不管，無甚麼不屬於我負責的範圍以內。感恩

經過一個月的相處，學生都算接納我、聽我的話。國慶假期後，我想

開始探訪學生的家庭，求神給我機會，能更深入了解我的學生和其

家庭的需要。 

 感恩一年班仍是採用傳統的教學模式，並沒有推行自主性、個性化

學習，因此沒有像其他老師那樣疲累。然而當班主任和用巴丁英語

教材對於我都是全新的挑戰。班中有位情緒波動的男生，經常抓傷

同學，換來家長們的投訴。請為我能找出方法幫助他處理情緒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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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禱告 為香港代求」 
日期：24/10(下週四) 

時間：晚上 7:30-9:00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統籌：王桂芳牧師、鄭詠怡姑娘和鄭嘉慧姑娘 

※誠邀弟兄姊妹參加，一起向主禱告，經歷主的恩典和同在！※ 

為全班學生之安全，彼此能相親相愛祈禱。 

 由於採用巴丁英語教材，沒有機會發揮我的遊戲和創意教學法。感

恩有兩位年青的英文老師，雖已離職，卻在她們新的崗位上採用趣

味教學法，學生在課堂非常投入，英文成績亦有所進步。由於班主任

工作繁重，校長把我之前兩班英文優秀班的六位學生，交給一位剛

大學畢業的老師負責，我真的不捨。剛開完家長會，有家長向校長反

映對新的英文老師有意見。真不知會否像上學期一樣，最終又請我

接手，就等候神的帶領吧！ 

 今學年之老師團隊只有一位老師未信主。開學第一次的老師加油站，

信主老師濟濟一堂，我內心充滿感恩和雀躍。雖然學校仍然面對收

生和經濟的沉重壓力，雖然校長的處事方法和決策常常叫人摸不着

頭腦，雖然今次學校的改革我不太樂觀和認同，但無容置疑地見到

神大能的手帶領着學校，見到很多同路人和機構在禱告、在經濟上

支持着我們。盼望我能更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在領導層、在老師群、

在教學上成為祂合用的器皿，來達成祂想達成的工。今學期我是老

師加油站三位核心成員之一，輪流負責每週一次的加油站。 

 教會荒涼和肢體靈命的幼嫩是不爭的事實。明年開始，因經濟原因

我們與另一教會共用一個場地，主日聚會時間改為下午舉行。我不

習慣亦感不便，因相約朋友通常在星期日下午。目前我唯一的事奉

是每月一次主席兼領詩；求主使用，在敬拜的服事上能牧養弟兄姊

妹。 
 

** 更多宣教士代禱消息，請到竹居台網站查閱：http://www.ckterrace.org/ 
                  
 

 
                                  

 

 
    

黃國誠弟兄及陳錦儀姊妹結婚典禮
27/10 (日) 3:00pm， 

假座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舉行結婚典禮， 

誠邀弟兄姊妹觀禮，共證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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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和恩膏教會，主激勵我們，更多親近主，與主同在，常有主的話，堅定
我們的心，操練對神有敬虔降服的心，活出卑己信靠的生命，讓心中有屬靈內在的
安穩和平安，心不再愁煩和膽怯，在現今的社會中，靠主站立得穩，擁有屬主的真
理、信心、盼望和愛心，生命大大被主更新改變，同心得見復興的能力，堅定地在
這城市成為光，成為鹽！ 

2. 求主幫助我們能恒久研讀聖經，認識主的話，更深體驗「主的話是腳前的燈和路上
的光」，「於教導、責備、糾正、訓練人行義，都是有益的，讓屬神的人得到充分
的裝備，可以行各樣的善事。」，求主幫助我們活出主的話！ 

3. 禱告記念沙奮區肢體在不同人生階段中仍持守真道，在生活仍然以遵行主道，以主
為首，深深經歷主的同在，有使命地活著。 

同工： 
1. 請禱告記念呂彩嫺姑娘和丈夫，求主賜異象，好讓他們知道主的心意而行。最近呂

姑娘有高血壓和咳嗽，求主醫治她，讓她完全康復，身心靈健壯！ 
2. 請為盧雅麗姑娘代禱：願常停留在上主愛裡，被祂的愛陪伴，更深經驗主的安慰與

醫治，心靈滿有從祂而來的平安與能力前行。 
3. 請為謝駿麒先生和家人代禱，感恩爸爸中風的康復很好，求主幫助女兒天蕊在小一

中校園生活適應和兒子天行在 K1 的校園生活適應。在社會混亂中，給他和太太有
智慧教導女兒和兒子。 

4. 請為鄭嘉慧姑娘代禱，感恩：從工場回歸香港已一年了，這一年好像發生了很多事
情，尤其香港近月發生的種種事件，加上教會正在牧養、教導及宣教上有所重整，
另外自己已開始神學進修，不知不覺已開始了生活裡不再單一地只做一件事，與在
宣教工場的生活完全是兩碼子的事。但感恩卻仍然有喜樂和積極的心侍奉上帝，並
深信上帝必會成就祂想要成就的事。 
禱告記念：她的身心靈強健，與主的連結甚佳，在侍奉上跟隨聖靈的引導。 

5. 請為詹志誠先生及家人的身心靈祈禱，近日他和太太及孩子們也有身體不適，各人
常常咳嗽，不時影響睡眠，求主醫治憐憫。 

肢體： 
1. 請為王佩蓮 Kelly 姊妹(王煒東弟兄的太太)代禱，食了標靶藥後的副作用，全身

起紅疹嚴重，也痕癢，影響睡眠，白血球偏低。求聖靈醫治的大能運行，使她身心
靈健壯，消滅癌細胞，皮膚快速恢復正常，每晚睡得香甜，重新得力，白血球快速
地回升，經歷醫治的神蹟，經歷主豐盛的恩典，滿有主的喜樂和平安，見証榮耀神。 

2. 請為何勤合弟兄（沙勉區曾金容的丈夫）代禱，他現留院接受治療，求主醫治他，
使他身心靈健壯，除去他的痛楚，使他可以行得好。求主醫治金容的腳痛，找出原
因，能有合適的治療，減少痛楚，求主恩待他們夫婦，經歷主賜的恩典和平安！ 

3. 請為沙 ty區黃國誠弟兄和沙少區陳錦儀姊妹的婚禮（27/10）代禱，求主讓他們以
禱告進入婚姻。在上帝的祝福，在眾親友恭賀下，他們共訂婚盟，更多經歷主的恩
典和愛，並靠著主的能力和所賜的信心，適應新婚的生活，經歷主的同在和同行，
婚姻美滿快樂！求主讓他們的親友更多認識主的愛和福音，早日信靠主，經歷主的
恩典。 

4. 請為沈嘉麗 Carol 姊妹代禱，她將於 22/10 做切除癌腫瘤的手術，求主賜智慧予
醫療團隊，手術順暢，嘉麗得到合適的治療，賜她健康的身心靈，有好的康復！求
主賜福她和媽媽，有主十足的平安和信心，更多倚靠主，經歷主的看顧和恩典！ 

香港： 
「洪水氾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
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詩 29:10-11，求主幫助香港人，更多認
識創造主，掌管歷史的主，心裡得力量和平安，仰望生命的主，去勝過黑暗的濃罩與威
嚇。更求主興起信徒禱告的心，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成為時代的祭司，並求主賜
智慧如何活出主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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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午堂成人： 129人 兒童： 3人 聖餐： 75人 沙苗區： 小天地： 12人
晚堂成人： 30人 兒童： 1人 聖餐： 25人 幼班： 22人

13/10 早堂成人： 81人 兒童： 2人 聖餐： 79人 中班： 30人
午堂成人： 101人 兒童： 3人 聖餐： 95人 高班： 21人

合計 成　　人： 341人 兒童： 9人 聖餐： 274人 沙苗區： 85人

沙田堂溝通平台 

教會現正積極建立更多平台與弟兄姊妹連結，若你有任何查
詢，通知或意見，歡迎在這裡填寫，讓我們更了解你的心聲，

一同建立教會。 
 

1) 在沙田堂網站按此連結 :              2) 直接輸入網址 :                    
                                      https://bit.ly/stc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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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 

午堂 
李皓昕 

約書亞弟兄 
合一合一合一 

(弗 4:1-6) 

王桂芳 林芳 林芳小組 
林芳小組 

劉愛婷  陳芷茵 

晚堂 王兆基 待定 朱銘珊 朱銘珊小組 
朱銘珊小組 

李雅思  游珮珩 

27/10 

早堂 
趙振江 王桂芳 尹鳳蓮 葉浩然 

張敏儀  劉詠儀 

劉詠思  梁秀英 

葉浩然  劉詠儀 

午堂 鄭嘉慧 盧雅麗 
司事長：葉智軒  司事：譚穎思  姚漢燊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謝翎翔小組/梁翠茵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