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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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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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蟬鳴             敢於做個中國的但以理             張大華牧師 
    但以理先知年少時就面對亡國之苦，從民族中被揀選，被擄往巴比倫，但
以理及三友人要被巴比倫文化同化，先更改他們的名字，但以理(Dani-el)意
思是「神審判」，米沙利 Misha-el「誰像神」，名字中都結合大能者 EL，如
以馬內利 Emmanu-el，就是「大能者與你同在」的意思，名字就是表達與神的
關係，而太監長就將他們的名字更改，但以理改為伯提沙撒，就是「巴比倫大
神瑪度的太太，求你保護皇」。米沙利就改為沙得拉，就是「我害怕神」，這
個神可能是指瑪度，然而但以理在早期被稱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外，往後都被
稱為但以理，是在巴比倫國中成為被認可反尊重的外族人。 
    第二個文化考驗就是要用王膳，猶太人的飲食是與他們的信仰密不可分，
就如穆斯林的飲食習慣就是他們信仰的行為一樣，但以理以一個被擄者的身
份，面對這個信仰的危機，理應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他仍然勇於提出不用王
膳十天，這是他的立志，也是他為信仰堅持，敢為神做一些不可為的事，也成
為我們今天立志的一個榜樣，然而今日我們沒有立志的使命，就即被世界所擄
掠。 

但以理解夢帶來另一個生命的突破，他們被選的資格，是需要通達各樣學
問、知識聰明俱備，而但以理又明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為尼布甲尼撒王解夢，
完全表示出神的全能，有管治不同王國的能力，這個解夢就是神使用但以理向
外邦王啟示祂是歷史的主，同時讓尼布甲尼撒王尊崇耶和華，但以理深信耶和
華是萬王之王，是他唯一的倚靠。 

但以理生平最為人熟悉就是被扔下獅子坑，事緣但以理滿有神賜的能力，
在人事和能力上都不能找出把柄，唯有他信的神與巴比倫世界的神存在基本的
衝突，所以每個挑戰祗需要稍為妥協，就可免於一死，這個祈禱的禁例，不准
任何人向其他神祈禱，為期三十天，但以理不理禁令，仍然定時打向窗戶向神
祈禱，以致被扔入獅子坑。 

這個禁令其實很容易地解決，但以理可以不開窗仍舊祈禱，也可以等三十
天之後再繼續祈禱，但以理堅持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堅持祈禱，是與神溝通，
也是他要從神面對敬拜祂，尊崇祂，從天上領受神的旨意及奧秘的事，這是敬
拜的態度，這不是解決辦法的問題，而是要堅持保持尊崇神而面對生命威脅，
當我們知道這是保羅所提的屬靈爭戰，與執政的掌權的爭戰，但以理明白在巴
比倫要活出天國子民的生活，就是兩個國度爭戰的場地，他不希冀能平安無事
的渡過餘生，他正是以生命每時見証神，正如神的兒子為我們死了，但我們卻
是因祂的寶血而得勝，以我們不怕死的生命見証而向世人見証神已得勝。 

（第 12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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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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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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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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沛 沈沛小組 
沈沛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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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銘茵、葉永健小組/ 

吳麗妮小組 
襄禮：司徒麗燕  鄭嘉慧  詹志誠 

聖 餐 主 日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王上 19:2-18 

宣  道                          帝國下的聖徒 

奉  獻                God Will Make a Way / 以馬內利 / 因主的名 

聖  餐            張大華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佘健誠牧師 

家事分享及祝福    張大華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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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陳智衡博士蒞臨本堂證道，也多謝陳智衡博士在這年擔任本堂義務宣教師，在

教導工作上有美好服侍，願主親自報答他的勞苦。 
3. 本堂盧雅麗宣教師於 21/9/2019（六）向教會遞交請辭信，經執事會及堂委會了解

及接納後，盧宣教師正式離任日期：30/12/2019（一），謹代表教會多謝盧宣教師
多年在本堂服侍，願主繼續祝福她未來的事奉。 

4. 2020 年度堂委選舉的選票已於上週派發及寄出，請各會友經禱告後選出合適的堂
委，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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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哈小家庭全年經費$429,024(每月$35,752)，截至 31/10，已認獻$51,400。除了竹居
台協會支持 20%之外，他們還需要約 33 萬，若以每月$400 為一個單位，還需要 70
個單位，請弟兄姊妹祈禱後填回應卡及奉獻，填妥後投入回應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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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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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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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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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will make a way 

曲、詞：Don Moen 版權屬 Integrity Music 所有 

God will make a way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He 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He will make a way for me 

He will be my guide  Hold me closely to his side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 

He will make a way  He will make a way 
Chords:By a roadway in the wilderness  He’ll lead me 

And rivers in the desert will I see 
Heaven and earth will fade  But his word will still remain 

He will do something new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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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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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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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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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will make a way 

曲、詞：Don Moen 版權屬 Integrity Music 所有 

God will make a way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He 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He will make a way for me 

He will be my guide  Hold me closely to his side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 

He will make a way  He will make a way 
Chords:By a roadway in the wilderness  He’ll lead me 

And rivers in the desert will I see 
Heaven and earth will fade  But his word will still remain 

He will do something new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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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祢是榮耀君王 

曲、詞： Mavis Ford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祢是榮耀的君王 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 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 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 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撒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獻上頌讚 
曲：Darlene Zschech 中文譯：黎展鳴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在世間 萬有中 哪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 竭力頌揚 主的愛是奇妙莫大 

是我主 是救主 作我安穩庇護所 

我若尚存 一息生氣 也要定意敬拜祢 

副歌：獻上頌讚 要吶喊 要頌揚 各處頌讚 眾山歡呼發響 

遍野萬里也和應叫嚷 眾海呼喊 傳揚上主 

跳躍和唱 要述說 祢權能 願永愛著祢 我這生不變更 

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及祢 
 

唯獨祢最重要 
曲、詞：Dennis Jernigan、編：姜樂雯 中文譯：甄燕鳴 

1. 我處身孤單軟弱裡 祢臂彎成無價力量 唯獨祢最重要 

  祢比珍寶加倍善美 我每刻尋求祢傳奇 唯獨祢最重要 

2. 祢竟擔當羞愧罪債 十架中成全了救贖 唯獨祢最重要 

  我跌傷感激祢護蔭 我枯乾時由祢潤澤 唯獨祢最重要 

副歌：基督神羔羊 最偉大名字 基督神羔羊 祢配受頌揚 
 

以馬內利 
曲：葉富生 詞：郭多加、葉富生 編：金培達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 Emmanuel 神與你同在 Emmanuel 常與你同在 

在每一刻 上帝以千般恩惠 寬恕賜下憐憫 

拋開怨恨 為救萬人 Emmanuel 

2. Emmanuel 神與我同在 Emmanuel 常與我同在 

在每一天 為我去擔起失意 衝破障礙迷惘 

天天仰望 未怕獨航 Emman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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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賜我自由 
曲：張證恩、詞：洪啟元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賜自由的靈啊 求祢來 來到我的裡面 來到我的生活 
趕走生活中的愁煩 驅走我心中的不安 

祢的靈啊在那裡 那裡就有自由 世界雖有勞苦重擔 求祢靈來賜我自由 
 

我們呼求 
曲：曾祥怡 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我們同心在祢面前 以禱告尋求祢面 
我們轉離所有的惡行 定意單單跟隨祢 
1.主我們是屬祢的子民 求賜下父神的心 
我們要回轉向祢父神 也要看見復興 

2.主我們國家是屬於祢 求祢來掌管全地 
願祢來憐憫醫治這地 榮耀再次降臨 

副歌：我們呼求祢阿爸父 設立祢寶座在這地 
祢必睜眼看側耳垂聽 奉主名的呼求 
萬民都要來敬拜祢 榮耀高舉祢的聖名 
復興這地 全能的君王 我們歡迎祢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曲：吳華樂、詞：吳華樂、溫仁和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我要尋求祢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裡我尋求祢 
2.主我是軟弱及無助 祢卻是我的力量 
以祢親切的手引導我 那就是我的得勝 

副歌：每一次我禱告 我搖動祢的手 禱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禱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鋪平 使列國歸向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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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祢開了我的耳我的眼 我的嘴將稱頌祢到永遠 
祢的意念高過我的思想 如同天高過地 
全地都要來讚美祢 我跪拜祢面前稱頌祢 
山雖動搖 地雖改變 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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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十日 

講員：陳智衡博士 

講題：帝國下的聖徒 

經文：列王紀上 19:2-18 
 
2 耶洗別就差遣人去見以利亞，告訴他說：「明日約在這時候，我若不使
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願神明重重地降罰與我。」3 以利亞見這
光景，就起來逃命，到了猶大的別是巴，將僕人留在那裏。4 自己在曠野
走了一日的路程，來到一棵羅騰樹下，就坐在那裏求死說：「耶和華啊，
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5 他就躺在羅騰樹下
睡着了。有一個天使拍他說：「起來吃吧！」6 他觀看，見頭旁有一瓶水
與炭火燒的餅，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7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拍他
說：「起來吃吧！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8 他就起來吃了喝了，仗着這
飲食的力，走了四十晝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9 他在那裏進了一
個洞，就住在洞中。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以利亞啊，你在這裏做甚麼？」
10 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
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
命。」11 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時，耶和華從那
裏經過，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後地震，
耶和華卻不在其中；12 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微小的
聲音。13 以利亞聽見，就用外衣蒙上臉，出來站在洞口。有聲音向他說：
「以利亞啊，你在這裏做甚麼？」14 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
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
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15 耶和華對他說：「你回去，從
曠野往大馬士革去。到了那裏，就要膏哈薛作亞蘭王；16 又膏寧示的孫
子耶戶作以色列王；並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你。
17 將來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戶所殺；躲避耶戶之刀的，必被以利沙
所殺。18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未曾與巴力親嘴的。」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十日 
講題： 帝國下的聖徒 講員： 陳智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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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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邀弟兄姊妹參加，網上報名 https://bit.ly/32puNKS 

 

「泰南辦學購地專款」籌款情況報告 
 

截至 31/10/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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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478，還

需$95,522，若然以 6,000 元為一個單位，還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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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南辦學購地異象分享會 

日期及時間：11 月 15 日(五) 晚上 8 時 或 11 月 17 日(日)下午 2 時 

地點：沙田博康邨博文樓地下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博康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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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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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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念沙奮區肢體的身心靈需要更多主的愛充滿，經歷醫治和大大加力，

每日被聖靈更新，在主的話語中有更大的亮光。記念已有家庭的肢體，

在調節信仰、家庭和工作中能與主有更新的關係，隨時隨地都有屬靈的

觸覺，渴慕主熱切地尋求主。 

3. 請為沙苗區代禱，10 月份開始在小天地活動中增加祈禱環節，主要希

望與參加的家長有更多的互動，黃姑會分享簡單的經文，及會邀請家長

為小朋友及家長互相禱告。 

4. 請為教會制定明年的事工計劃及財政預算，求主親自帶領，給領袖們有

屬天的智慧和聰明，好好計劃教會的事工和財務的安排禱告。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代禱，求主保守他身體健康，有好的休息和運動，求主

加力，讓他有能力繼續服侍主。 

2. 請為張大華牧師代禱，求主賜予平安的心，明白天父的心。 

3.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聖靈充滿她，有主賜的智慧、信心和愛心服侍，

建立生命，更敏銳主的帶領，作成祂的工！求主賜她的爸媽健壯的身心

靈，更多信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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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詹志誠宣教師一家禱告，求主讓他太太及兩位孩子同感主恩並有學

效主耶穌的心腸，在這城市中牧己牧人，互相守望。 

肢體： 

1. 沙勉區徐金勤姊妹（吳偉基、偉業的媽媽）於 1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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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賜金勤姊妹健康的身心靈，滿有主的平安和恩典，有好的康復！ 

2. 感謝主！沙勉區黎先生已做了膝蓋手術，一切暢順，精神好好。求主保

守看顧，傷口快快復原，行走穩妥，賜黎生信心靠主跨勝。 

3. 請為沙靖區孫麗靈姊妹身體健康禱告，她已出院和返回深圳休養，求主

保守她的健康和作息。 

香港： 

為今屆區議會選舉禱告，求主親自保守和順利完成，並能公平選出合適的議

員，服務香港，求主止息一切不公義和不法的事情發生，求主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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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午堂成人： 54人 兒童： 1人 沙苗區： 小天地： 10人
晚堂成人： 30人 兒童： 1人 幼班： 9人

3/11 早堂成人： 82人 兒童： 0人 中班： 10人
午堂成人： 95人 兒童： 5人 高班： 15人

合計 成　　人： 261人 兒童： 7人 沙苗區： 44人

（接續第 1頁封面文章） 

    但以理由年少活到八十多歲，仍在外邦人的統治下得到外邦人尊重，

今日我們需要確信神是天地的主，萬王的王，我們就是祂天國的子民，敢

以生命去活出天國的律法，每時經歷神蹟，而重點就是每天保持一個尊崇

神的祈禱生命，敬拜生活，祂就會賜你勇氣及智慧面對世界，也堅決的抵

擋魔鬼，最終牠就要逃跑了。 

敢於作為一個中國的但以理，就是不論是香港及中國，都要學像但以

理在外地中勇於將天國帶進來。我們不恐懼失去自由及無理的管治，相反

我們是將天國植根於黑暗的國度之中，讓眾人及管治者就將榮耀歸與神。

但以理立志不用王膳，你的立志是什麼呢？神有沒有啟示你有關身為香港

的基督徒有什麼天國的使命呢？若然在你每天向神三次尊崇及祈禱中，神

就會開恩告訴你的命定，那你就可以在天上看今日的處境，勇於活出天國

子民的身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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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 

午堂 
吳頲欣 

吳乙言 

傳道 

差傳主日： 

蒙召的工人群體 

(出 31:1–11) 

王桂芳 
梁亦璇/ 

陳嘉允 

梁亦璇/ 

陳嘉允小組 

梁亦璇/陳嘉允小組 

姚雄傑  陳芷茵 

晚堂 曾榮燊 呂彩嫺 梁宛芬 梁宛芬小組 
梁宛芬小組 

盧俊傑  陳雅芝 

17/11 

早堂 
張大華 

黃昊哲 

牧師 

差傳主日： 

你去照樣行吧！

(路 10:25-37) 

王桂芳 侯國龍 葉偉樂 

許佩紅  梁瑞芬 

李仕波  麥仲衡 

黃麗芬  林麗華 

午堂 陳家能 謝駿麒 
司事長：潘慕欣  司事：陳堅浩  姚漢燊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翁綺雯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