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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生命復興在於遵行主道                         佘健誠牧師 

    當然有人說「神的話」已經帶給信徒個人生命的復興，因為神的話對信徒
來說是十分重要，正如主耶穌引用申八 3所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
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聖經又說：「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
的光。」（詩一一九 105）也正如猶大省尼希米，當他修葺耶城城牆後，他連
同文士以斯拉，在耶城水門前的寬闊處，招聚所有居住在耶城的猶太人，舉行
一個盛大的誦經大會，他們要藉着宣讀上主的律法，重建猶太人的信仰或心中
的城牆（尼八 1-3），這次誦經大會的目的，不是要猶太人單單聆聽上主的律
法，乃是要他們在生活上遵行上主的律法。這也是以色列亡國之前，先知們所
強調的信息，就是聽從上主的說話，比一切的事情，包括宗教禮儀和活動更為
重要，正如先知彌迦曾向當時以色列民這樣說：「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
前跪拜，當獻上什麼呢？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嗎？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
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嗎？為心中的罪惡獻
我身所生的嗎？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
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六 6-8）但很可惜，
當時的以色列民，從領袖至百姓，沒有將先知的說話放在心上，甚至嗤之以鼻，
結果令他們經歷亡國之痛。當以色列民亡國被擄後，他們一切外在倚靠移除，
一切虛假的保障幻滅，以致他們開始重視上主的話語，直到以色列民被擄歸回
之後，他們經過了上主的憐憫和看顧，更加認為遵行上主的話語是最重要的，
因為個人生命復興是在於我們有沒有遵行主道，若有，靈命必定有所成長和興
盛。 

    但有人問：「怎樣才算遵行主道？」是否信徒每天有禱告、讀經、靈修、
在生活上做好自己的本份和與人分享福音的好處，就算遵行了主道嗎？筆者認
為以上的行為只是基本的，其實聖經在這方面仍有許多提醒和教導。例如：主
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提醒門徒活在這世界中，要活出門徒的本質，就是鹽和光
的功用。主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
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
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
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太五 13-16）主耶穌用鹽和光來比喻門徒的好行為所帶來的功用，前者門徒
要成為和平之子，調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帶來關係的復和；後者門徒要成為
光明之子，將真光照耀在這個黑暗世代中，讓人認識真理。    （第 13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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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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午堂 
梁亦珩 

詹志誠 

宣教師 

重"生"移民 

(約 3:1-10) 
鄭嘉慧 劉啟聰 劉啟聰小組 

劉啟聰小組 

何博文  尹穎欣 

晚堂 何啟康 

張大華 

牧師 

做個中國但以理 

(但 1:1-10) 

呂彩嫺 譚柏然 譚柏然小組 
譚柏然小組 

林煒菁  黃素心 

3/11 

早堂 
李偉禾 呂彩嫺 方卓雅 陳偉業 

黃靜雯  羅合群 

黎燕妮  羅淑卿 

馮愛琼  李國恩 

午堂 胡頴怡 
邢福增 

院長 

不平安中的平安 

(耶 29:1-14) 
謝駿麒 

司事長：潘建恩  司事：翁綺雯  甄國文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沙星區(由何錦培安排人手)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約 3:1-10 / 但 1:1-10 / 耶 29:1-14 

宣  道          重"生"移民 / 做個中國但以理 / 不平安中的平安 

奉  獻             我要看見 / 神坐著為王 / 每一天我需要祢 

家事分享及祝福/祝禱    謝駿麒宣教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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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0-6/11(四至五)王桂芳牧師放假，請記念。 
3. 3/11(今主日)鄭詠怡宣教師前往馬頭圍基督教會證道，請記念。 
4. 2020 年度堂委選舉的選票於今週六、日派發，請各會友崇拜後在招待

處索取，並請經禱告後選出合適的堂委，投票於本週 2/11 開始至 17/11 
12:45pm 前投入崇拜內特定之選票箱。(早堂崇拜於 10:45am 截票，午堂
崇拜於 12:45pm 截票。) 

5. 30/11(六)晚上 8:00 於博康幼稚園禮堂舉行教會領袖大會，誠邀各位領
袖出席。內容包括介紹沙田堂牧養、教導、宣教三大支柱的方向和策
略，也介紹教會小組未來的架構方向，並作出交流和討論，建議同工、
執事、堂委、區長、區代表、組長和組代表盡量抽時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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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建殿者的呼聲 
曲、詞：朱肇階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 在祢安息之處大有榮耀 
認識祢的知識充滿遍地 像水遮蓋大海 掀起我心 更要渴想祢 

我還活時要稱頌祢 因祢領我出埃及地 我要紀念主的約 因祢是信實 祢是耶和華以勒 
副歌：不依靠勢力 不依靠才能 惟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 

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 帶被擄的人歸回錫安 在聖所中如此瞻仰祢榮耀 
到那天我們就像做夢的人 聚集驚奇 神為我們行了大事 
祢的救恩不延遲 祢在我們中間 我們中間作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以馬內利 
 

主的手 
曲、詞：Joo Young Gwang 中文譯：張漢業 版權屬以斯拉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1. 主寶血洗淨了我的罪 主寶血使我靈得自由 
寶座前獻上我的敬拜讚美 將我生命所有獻給我的主 
2. 主的手為了我流出寶血 主的腳為我被釘在十架上 
現在我活著不再為自己而活 我要單單為了主耶穌而活 

副歌：我的手與主的手同釘十架 我的腳也與主的腳同釘十架 
如今我與主同死 也願與基督同復活 永永遠遠單單為主而活 

 
Broken Vessels (Amazing Grace) 

曲、詞：Joel Houston、Jonas Myrin 版權屬 Hillsong Music Publishing 所有 

1. All these pieces  Broken and scattered  In mercy gathered  Mended and whole 
Empty handed  But not forsaken  I've been set free  I've been set free 

Chorus: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Oh I can see you now  Oh I can see the love in Your eyes 
Laying yourself down  Raising up the broken to life 

2. You take our failure  You take our weakness  You set Your treasure  In jars of clay 
So take this heart  Lord  I'll be Your vessel  The world to see  Your love in me 

 
再來 

曲、詞：李俊霆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神口出的應許都不會落空 全因祢是信實的主 
還未盡都兌現 仍堅決相信 神按祢的旨意 全在祢手中 

那勝過陰間死亡的不會搖動 全因祢是得勝的主 
這得勝的旌旗 引導我前行 聆聽祢的旨意 降服祢手中 

來甘心擺上 成活祭 這生奉獻主作犧牲 願一生以膝蓋 來踏上 主基督元帥的帶領 
尊貴和讚頌 榮耀與權能全獻予基督 萬國萬民萬邦同心來敬奉 迎接主基督再來 

聖靈和新婦說來 成就祢應許旨意 
 

我要看見 
曲：周巽倩 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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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大山為我挪開 

曲：游智婷 詞：林慶忠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雖然道路崎嶇 困難險阻 但我心中知道 祢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為何擔此重擔 但我始終相信 祢一直牽著我 

副歌：大山為我挪開 大海有路出來 我要大聲宣告 耶穌 祢一直都在  

祢手上的釘痕 彰顯十架大愛 我要大聲宣告 耶穌 祢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祢的話讓我明白 祢愛我永不更改 祢保守我的心懷 緊握祢雙手不放開* 

 

君王就在這裡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聖潔耶穌 祢寶座在這裡 哈利路亞 祢榮耀在這裡(x2) 

副歌：君王就在這裡 我們歡然獻祭 擁戴祢為王 榮耀都歸於祢 

君王就在這裡 大能彰顯這地 和散那歸於至高神主耶穌 

**更多更多來高舉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呼喊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承認祢是主 直到那日 我再見祢的面**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每滴寶血為我而流 每個刑罰為我承受 

恩典如海 四面環繞 失望羞愧時 祢仍擁抱著我 

副歌：主耶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十架上釘痕的手告訴我 祢永不放棄我 

主耶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不論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難逼迫 都不能叫我與祢愛隔絕 

*耶穌祢永遠深愛著我* 

**何等長闊 何等高深 天離地多高 祢愛多浩大 

無法測透 永遠無盡頭 我要張開雙手來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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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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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來高聲唱 

曲：Danny Reed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來高聲唱 來高聲唱 讓我們來讚美尊崇大君王 
來高聲唱 來高聲唱 讓我們來讚美尊崇大君王 
惟有祂配得讚美 因祂是主 昔在 今在 快來君王 

萬膝要跪拜 萬口都要承認 
祂是主耶穌 祂是主耶穌 祂是主耶穌基督 

 
求引領我心 

曲：Ruth Heflin 詞：凌東成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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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在至高處 

榮耀 榮耀在至高處 榮耀歸於全能真神 
榮耀歸於神的羔羊 榮耀歸於永活的道 

歸於神羔羊 高唱榮耀榮耀榮耀 
榮耀 榮耀歸於神羔羊 榮耀歸於神羔羊 

 
榮耀神羔羊 

曲、詞：Larry Dempsey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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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羔羊 
曲、詞：Chris A. Bowater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神羔羊 至聖者 主耶穌 神兒子 祂甘願捨命在十架 
寶血泉源湧流不盡 赦免我罪 洗我污穢 能潔淨 能醫治 
我尊崇祢 耶穌我救主 我尊崇祢主 我生命的主宰 
我尊崇祢 尊貴神羔羊 在祢寶座前 我俯伏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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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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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一首讚美的詩歌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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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神羔羊 

曲：Larry Dempsey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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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我需要祢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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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周巽倩 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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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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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日(週六午堂) 

講員：詹志誠宣教師 

講題：重"生"移民 

經文：約翰福音 3:1-10(和修本) 

1 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猶太人的官。2 這人夜裏來見
耶穌，對他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裏來作老師的；因為你
所行的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3 耶穌回答他說：「我實
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4 尼哥德慕對他
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5 耶穌回答：「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
不能進神的國。6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7 我說『你
們必須重生』，你不要驚訝。8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聲音，卻
不知道是從哪裏來，往哪裏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9 尼哥德
慕問他：「怎麼能有這些事呢？」10 耶穌回答，對他說：「你是以色
列人的老師，還不明白這些事嗎？ 
 
大綱： 
引言：我們在那一座城之中呢？ 
1. 在雙城中要重生看見(1-4 節) 
2. 在傷城中要洗心革面(5-10 節) 

 
結語：屬祂國度的子民、成為祂故事的人。 
 
反思問題： 
1. 在過去幾個月，你有否見到神在我們的城市及眾人間，有祂的蹤

影及工作？試試安靜及禱告主，讓祂開我們的心眼，使我們在這
天地之間，能見到祂的光、祂的美及祂的作為。 

2. 參 9 節，若讓你以「怎麼能有這些事呢？」這句話來向耶穌發問，
你會問耶穌甚麼呢？試試安靜及禱告聖靈，作你的慰勉者，祂要
和我們在這傷城中走過的。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日(週六午堂) 
講題： 重"生"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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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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三日(週六晚堂/週日早堂) 
講員：張大華牧師 
講題：做個中國但以理 
經文：但以理書 1:1-10 

1 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來到耶路撒冷，將城圍困。2 主將猶大王約雅敬，

並神殿中器皿的幾分交付他手，他就把這器皿帶到

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廟裏，放在他神的庫中。3 王

吩咐太監長亞施毗拿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貴冑中

帶進幾個人來，4 就是年少沒有殘疾、相貌俊美、

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俱備、足能侍立在王宮裏

的，要教他們迦勒底的文字言語。5 王派定將自己

所用的膳和所飲的酒，每日賜他們一份，養他們三

年。滿了三年，好叫他們在王面前侍立。6 他們中

間有猶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

利雅。7 太監長給他們起名，稱但以理為伯提沙撒，

稱哈拿尼雅為沙得拉，稱米沙利為米煞，稱亞撒利

雅為亞伯尼歌。8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

飲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

9 神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憐憫。10 太

監長對但以理說：「我懼怕我主我王，他已經派定

你們的飲食，倘若他見你們的面貌比你們同歲的少

年人肌瘦，怎麼好呢？這樣，你們就使我的頭在王

那裏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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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引言：作為被擄於外邦的但以理，如何活出盼望，

保持神國子民的身份又能活得出色呢？ 

1. 活出盼望 

1.1 但以理相信是一位掌管歷史的主 

1.2 有權管理不同朝代的王 

2. 保持神國子民的身份 

2.1 持守聖潔 

2.2 保持持續與神的交往 

3. 活得出色 

3.1 工作有能力 

3.2 神的恩寵 

反思問題： 

1. 你有想過你是天國的子民活在外邦之地，如何

在異邦之中過天國子民的生活呢？ 

2. 從但以理身上有何學習呢？在中國之地活出

天國的但以理。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三日(週六晚堂/週日早堂) 
講題： 做個中國但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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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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日(週日午堂) 
講員：邢福增院長 
講題：不平安中的平安 
經文：耶利米書 29:1-14 

1 先知耶利米從耶路撒冷寄信與被擄的祭司、先知和眾民，並生存的
長老，就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擄到巴比倫去的。2（這在耶哥尼雅
王和太后、太監，並猶大、耶路撒冷的首領，以及工匠、鐵匠都離了
耶路撒冷以後。）3 他藉沙番的兒子以利亞薩和希勒家的兒子基瑪利
的手寄去。他們二人是猶大王西底家打發往巴比倫去見尼布甲尼撒王
的。4 信上說：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對一切被擄去的，就是我使
他們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的人如此說：5「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
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6 娶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
使你們的女兒嫁人，生兒養女，在那裏生養眾多，不至減少。7 我所
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
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着得平安。」8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
此說：「不要被你們中間的先知和占卜的誘惑，也不要聽信自己所做
的夢，9 因為他們託我的名對你們說假預言，我並沒有差遣他們。」
這是耶和華說的。10 耶和華如此說：「為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
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此地。」11 耶
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
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12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
允你們。13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14 耶和華說：
「我必被你們尋見，我也必使你們被擄的人歸回，將你們從各國中和
我所趕你們到的各處招聚了來，又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擄掠離開的
地方。」這是耶和華說的。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日(週日午堂) 
講題： 不平安中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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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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20年度堂委候選人簡介 

2020 年度堂委選舉的候選人包括：方淑妝、李偉禾，選票已經發出，請各會友禱

告後選出合適的堂委，並於 17/11(日) 12:45pm 前投入各堂崇拜內特定之選票箱 

(早堂崇拜於 10:45am截票，午堂崇拜於 12:45pm截票。) 
 

 

選舉注意事項： 

1) 以上候選人名單經堂委會通過，再經候選人同意而作出。 

2) 2020年度堂務委員會，有 3個空缺，現有 2名候選人。 

3) 請先禱告，求神給你智慧，選出合適人選，最多選 2人。 

候選人最低之入選比率： 0-50張選票---30%，51-100張選票---25%， 

 101-150張選票---20%，151張選票或以上---15% 

若候選人所得之選票低於所規定的代表比率，則由堂委會另覓人選加以委任。 

選舉是會友的權利和責任，表示你對教會的關心，所以不要放棄這個參與教會事務的機

會。 
 
 
候選人名單(排名依英文姓氏首字母) : 

～～～～～～～～～～～～～～～～～～～～～～～～～～～～～～～～～～～～～～～～～～～～～ 

候選人編號： 1 

 

姓名： 方淑妝      牧區：沙旺區 

加入教會日期： 2016 年 

家庭狀況： 已婚 

曾事奉崗位： 短暫小組組長 

事奉期望： 身為沙田堂一份子，希望能盡一點力服侍教會，透

過堂委的工作，更能了解教會的運作，與沙田堂一

起成成長。 

   

～～～～～～～～～～～～～～～～～～～～～～～～～～～～～～～～～～～～～～～～～～～～～ 

候選人編號： 2 

 

姓名： 李偉禾      牧區：沙龍區 

加入教會日期： 1997 年 

家庭狀況： 已婚 

曾事奉崗位： 敬拜隊，堂委會司庫 

事奉期望： 繼續於堂委財務服侍，服侍教會，發揮經驗及恩賜， 

，並與年青人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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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 午堂成人： 83人 兒童： 0人 沙苗區： 小天地： 10人
晚堂成人： 29人 兒童： 0人 幼班： 20人

27/10 早堂成人： 87人 兒童： 4人 中班： 22人
午堂成人： 86人 兒童： 5人 高班： 14人

合計 成　　人： 285人 兒童： 9人 沙苗區： 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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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 
 

 
 
  

教會：  

1. 請為教牧團隊繼續預備 30/11（六）教會領袖大會與一眾領袖分享教會方向祈禱，

求主的靈感動，賜恩典，看見不是人的工和籌算，是神在帶領著我們一起同工。 

2. 請為堂委選舉代禱，求主帶領會友選出合神心意的堂委，一起同心服侍，建立教

會。 

3. 3/11（今周日）早上本堂有服事隊往喜靈洲戒毒所探訪及查經，求主施恩同在及

感動人心。 

執事： 

請為莫苑萍執事代禱，求天父祝福她有健康的身心靈，且有恆切禱告的心。 

肢體： 

1. 沙勉區陳淑英姊妹於 27/10（日）完成割除腫瘤的手術，求主保護她，聖靈恩膏醫

治她，修復和提升她的身體機能，使她的傷口痊癒，有好的康復!主耶穌所受的鞭

傷使淑英得醫治，主耶穌所受的刑罰使她得平安，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 

2. 黎錦漢弟兄(沙勉區李美敬的丈夫)於 6/11（三）接受換膝蓋的手術，求主賜醫生

和醫療團隊有智慧地施行手術，一切順暢和成功。主賜黎弟兄健康的身心靈，滿

有主的平安和恩典，有好的康復！ 

3. 請為何威培弟兄(應豪 Ringo 的爸爸)代禱，他現要暫住老人院，因四個月後新工人

來到，他才返家住，求主賜福他腳步穩健，適應老人院的生活，滿有恩典！ 

4. 請為沙靖區孫麗靈姊妹代禱，感謝神，她的正電子掃描結果，沒有檢查到有癌細

胞/異樣，她身體已康復了很多，並轉出去普通病房了，有待出院。但 29/10（二）

晚病房有病人出現麗靈之前的 cra 菌，所以全間病房病人都要驗一次有否受感染，

所以，待麗靈化驗報告後，若無異樣便出院。求主繼續醫治、強壯她的身體，亦

幫助麗 靈的媽媽有好的睡眠質素，生活更輕省，經歷主的恩典。 

5. 請為王佩蓮 Kelly 姊妹(王煒東弟兄的太太)代禱，感恩！她的身體情況穩定，求主

施恩，醫治保護她，身心靈健壯，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 

香港： 

1. 為選舉過程祈禱，讓每一個參選者受到公平和公正的處理，求主按祢的心意而行。 

2. 為在社會運動中受傷仍未能康復的人祈禱，讓他們身心靈不同程度的受傷，按著

他們需要差派祢的天使天軍安營在其中，使醫治和安慰臨在，醫治由祢而來。 

3. 為上位掌權者祈禱，求主給他們用智慧作出適當的決策，有勇氣拒絕惡的克制。

讓作決策者能看到、心到、行動到、照顧到社會實際需要。 

4. 為政見不同而不和的家庭祈禱，求主修補當中的裂痕。讓家庭不和或親密的不再

被政見撕裂，求主讓他們用耶穌的愛勝過魔鬼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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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第 1頁封面文章） 
    要成為「和平之子」同時成為「光明之子」並不容易，因為聖經明說「黑
暗是不接受光」（約一 5）可能會帶來反彈、批評和攻擊。但若沒有真理，是
不會帶來真正的和平、和諧和復和的關係，兩者必須並行。正如今日我們面對
香港這個撕裂的社會中，因政府強推「送中條例」，這幾個月來令香港社會充
滿爭拗、衝突、撕裂和暴力，大家互不相讓，情況令人擔憂。更可惜，不同立
場的信徒及牧者，各自運用聖經來指責和批評對方的不是。有人說：今日香港
教會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詮釋聖經」？尤其聖經如何看「政教分
離？」、「順服在位掌權者？」、「守法？」、「神的旨意？」、「暴力？」、
「公義？」和「慈愛？」等事情。不同的詮釋，就可能有不同的立場和實踐，
的確，現時舊有的思想，正正面對新思想的挑戰和衝擊，這是無可避免的。因
此，信徒要實踐真理，回應社會的問題和需要時，首先我們要勤讀聖經，要在
聖經上下功夫，否則，我們像嬰孩一樣，任由別人來餵食，唯有我們長大成人，
熟練仁義的道理，才能分辨是非和真假，有效回應社會的問題和需要，將真理
實踐出來，正如聖經所說：「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
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凡
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
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五 12-14）但也要緊記雅各
書所說的話：「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因為聽道而
不行道的，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
貌如何。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
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一 22-25）
但願沙田堂的弟兄姊妹，在聖經上要努力追求，在生活上遵行主道，這樣，就
能在世代中見證上主和服侍他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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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禮 

9/11 
午堂 

鄭詠怡 

陳智衡 
博士 

帝國下的聖徒 
(王上 19:2-18) 

鄭嘉慧 
梁亦璇 
陳嘉允 

梁亦璇/ 
陳嘉允小組 

梁亦璇/陳嘉允小組 

劉愛婷  黃菁汶 

謝駿麒  詹志誠 

晚堂 張大華 區俊英 區俊英小組 

區俊英小組 

許家軒  羅偉成 

呂彩嫺  鄭詠怡 

10/11 
早堂 

呂彩嫺 王桂芳 羅偉真 李仕波 

羅淑卿  何強華 
徐金勤  羅  妹 

羅淑卿  林麗珊 

羅偉真  鄭詠怡 

午堂 潘玉萍 盧雅麗 

司事長：劉俊彥  司事：譚穎思  鄺傑恒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 吳麗妮小組/梁銘茵小組/ 

                   葉永健小組 

襄禮：司徒麗燕  鄭嘉慧  詹志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