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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麒一會       我們需要有大衛以善待惡的心       

謝駿麒宣教師 

  在急速轉變香港，有人看香港是一個新的常態，疫情反覆

已經讓各行各業好大挑戰，學生停課對父母也如炸彈一樣，有

人看見惡人當道，各人看不公義角度不同，各方極力尋找方法

可以爭取公義彰顯，一年多的時間我們也一起面對著繃緊的處

境，我們極力在信仰尋找與香港社會處境接軌，發現曙光，得

保守我們的心。 

  掃羅與大衛記載讓我們學習，大衛是掃羅的琴司，也是戰

士，急速轉變成為被追殺的僕人，以至落荒而逃，面對追殺他

的掃羅，大衛仍保守自己敬畏神的心。 

  由撒上 18 至 24 章掃羅王用千方百計殺害大衛這口眼中

釘。大衛由得寵到被掃羅追殺的過程中看見，功高蓋主都是歷

代王朝的死穴，撒上 18:8-9「掃羅殺死千千，大衞殺死萬萬」，

刺中了掃羅王的死穴。掃羅王眼見神與大衛同在，就對大衛心

生懼怕，可惜他不是懼怕神，使他看大衛為仇敵一般。在 22 章

更看見掃羅連神的祭司一家也殺害，掃羅王以殺死大衛為目

標，就算大衛去到地極，只要有他的消息就追殺到底。 

  從大衛角度看，面對王天天的追殺，一方面自己根本無力

反抗，為要保命，逃走是必然的事，藉著約拿單在其中成為大

衛的天使，沿途運用他的智慧讓他成功脫險，更重要的是神不

將大衛交在掃羅王的手中(撒上 23:14)。另一方面要解決狂追不 

（下頁續） 



 

（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捨、要置他於死地的掃羅王，可見的方法不多，一是不斷的躲

避，二是反擊取掃羅王的命。 

  24 章就是一個機會，大衛躲藏的洞正好是掃羅大解之處，

跟隨他的眾人也說是神應許大衛將仇敵交在你手中，你可以任

意代他(24:4)，大衛只割下掃羅的外袍，藉此向掃羅王顯明，他

不是仇敵，以神為證，以神作他們之間的審判者。最後大衛的

行動被掃羅肯定說：「你比我公義；因為你以善待我，我卻以

惡待你。」 

  經文值得思考： 

  以惡報善的掃羅，因著自己的私慾屢次違背神的吩咐，嫉

妒的心使他對大衛的恨意和殺意不斷增加，繼而不斷追殺他，

同時看不見大衛對掃羅的忠誠，更使他與神越來越遠，最死走

向滅亡。 

  以善報惡的大衛，特別對神所膏立王的生命敬畏、尊重和

愛惜，他沒有對掃羅王的追殺萌生恨意和殺意，反以慈愛待他，

以神的公義作為他們中間的審判者，化解被追殺的危機。 

  現在社會處境我們都需要有大衛「以善報惡」的心，因我

們敬畏神，願意行出屬神的公義，勇敢以善待惡改變現在的處

境，因為我們相信神是公義的審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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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1 
午堂 

鄭韻莉 
邢福增 
教授 

朝聖者的信心 
(申 34:1-12) 

鄭詠怡 
詹志誠 

晚堂 張大華 
呂彩嫺 

宣教師 

警醒爭戰 

(書 5:1-15) 

鄭嘉慧 

謝駿麒 

29/11 

早堂 
林麗珊 

詹志誠 

謝駿麒 

午堂 莫苑萍 
邢福增 

教授 

朝聖者的信心 

(申 34:1-12) 

鄭嘉慧 

鄭詠怡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申 34:1-12 / 書 5:1-15 

宣  道               朝聖者的信心 / 警醒爭戰 

奉  獻                 因著信 / 我向祢禱告 

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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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於週六

午堂及週日午堂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主內

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2021年博康幼稚園月曆現可於招待處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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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之君 以馬內利 
 

打開天窗 
曲、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願我 我的禱告如香陳列在祢面前 沒有黑暗勢力可以搖動我的信心 
願我 我的敬拜到祢面前 蒙祢悅納 天使天軍屈膝俯伏敬拜在祢寶座前 

副歌：打開天窗 打開天窗 願我的禱告打開天窗 
願祢充滿 祢的榮耀 祢的同在在這地 

打開天窗 打開天窗 願我的敬拜打開天窗 
我們只要祢的榮耀 祢的同在 在這地 在這地 

*願我的禱告如香 願我的禱告如香 願我的禱告如香 願我的禱告如香 
獻在祢面前* 

 
此生順服 

曲、詞：清泉  版權屬清泉所有 

還在母腹那時祢已把我看顧 能往哪裡方可逃避祢靈 仍無法躲避祢的愛 
尋遍世間珍寶 剩下苦澀倦容 唯有祢永不改慈愛引導 勝過所有 

副歌：順服於祢腳前 才能勢力甘願拋棄 唯獨是祢 我一生所愛 我至寶 
願我此生此世剩下呼吸心跳屬於祢 年月共祢 歷經生死 無可媲美 

*四面受敵也可歡喜 心裡作難仍可頌讚 
至暫至輕的苦楚與將來榮耀怎可相比* 

**我如浮塵瞬間消散 短暫歲月誰可掌控 晝夜裡數算我的分秒 全在祢手裡** 
 

因著信 
曲、詞：盧永亨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1. 憑信 他離別吾珥 因信 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 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 贏到祝福 換了名字 

2. 憑信 他行近紅海 因信 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 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 仍敬拜上帝 發誓至死不改 

副歌：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 憑信放聲呼喊 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裡靜待 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3. 憑信 他們懷著憑據 因信 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 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耶和華我的神 
曲、詞：馮鑑邦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所有 

耶和華我的神聖潔榮耀 凡在我裡面的 也要稱頌祂聖名 
耶和華我的神聖潔榮耀 凡在我裡面的 定要高舉祂聖名 

副歌：天離地何等的高 祂的大愛何等浩瀚 東與西隔多遠 祂叫過犯離我也有多遠 
祂醫治你疾病 赦免你的罪尤 憐憫大愛為你冠冕 

 
Way Maker開路者 

曲、詞：Osinachi Okoro  中文譯：李浩賢、黃靄賢  版權屬 Integrity Music所有 
 

1. You are here, moving in our mids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working in this place,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Chorus:  Way maker, miracle worker, Promise keeper,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God, that is who You are  

(that is who You are, that is who You are, 

that is who You are, that is who You are) 

2. You are here, touching every hear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healing every hear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3. You are here, turning lives around,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mending every hear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  Even when I don't see it, You're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feel it, You're working, 

You never stop, You never stop working, 

You never stop, You never stop working,* 

4. You are here, touching every life,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meeting every need,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wipe away all tears, You mend the broken heart, 

You’re the answer to it all Jesus, You wipe away all tears, 

You mend the broken heart, 

You’re the answer to it all (to it all) Jesus** 

5. You are here, You are working miracles,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Rearraging Destinies,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Healing every life,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1. 在這刻 神足跡於這地 我稱頌祢 我心讚頌 

在這刻 神於當中作事  

我稱頌祢 我心讚頌 

副歌：祢建路 祢至偉創造 永約信實 

暗裡的真光 主啊 祢永不變樣 

(祢永不變樣 祢永不變樣 

祢永不變改 祢永不變樣） 

2. 在這刻 人的心主觸摸 我稱頌祢 我心讚頌 

在這刻 人的心得醫好 我稱頌祢 我心讚頌  

3. 在這刻 人一生得翻轉 我稱頌祢 我心讚頌 

在這刻 人的心得修補 我稱頌祢 我心讚頌 

* 我縱無法看見 祢已作美事  

我縱無法察覺 祢也作工 

祢永不止 祢永不止運行 

祢永不止 祢永不止運行* 

4. 在這刻 神蹟總不間斷 我稱頌祢 我心讚頌 

在這刻 人身心得飽足 我稱頌祢 我心讚頌 

**流淚神盡擦去 破碎的心修補 

成為一生的解答 主能 神可擦乾雙眼 

以愛去補心破損 

成為一生的目標 祢是我的主** 

5. 在這刻 神蹟總不間斷 我稱頌祢 我心讚頌 

在這刻 人一生得改寫 我稱頌祢 我心讚頌 

在這刻 人身心得醫治 我稱頌祢 我心讚頌 

 
順服 

曲、詞：余盈盈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當我不明白 事情的由來 信心不足的時候 求主幫助 
生命在於祢 萬事皆屬祢 信心動搖的時候 我要信靠 

副歌：我相信祢的意念 高過我的意念 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我相信祢的道路 高過我的道路 我甘願謙卑順服 

*我相信祢的應許 倚靠祢的恩典 我甘願謙卑順服* 
 

我向祢禱告 
曲、詞：李藹兒 版權屬新音樂敬拜創作所有 

1.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磐石與拯救 是我高臺與詩歌 祢體恤我 祢保守我 

2.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能力與保障 是我盾牌與幫助 祢應許我 祢在掌舵 
副歌 1：我向祢禱告 縱使我軟弱 我雖失信 祢仍然可信 

面對的山嶺那麼高 路徑艱難如沒去路 但信靠祢 祢定會開路 
副歌 2：向世界宣告 祢是我盼望 我心相信 靠著祢(終會)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 遵行祢旨意 (神蹟必可看見)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信心 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權柄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只想看見 我只想看見 祢旨意彰顯)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除祂以外 
曲：Robert Gay 詞：Raymond Tam 版權屬 Integrity Music 所有 

萬籟頌讚歡唱 傳揚神名字 同心宣告將祂名高舉 
萬籟頌讚歡唱 傳揚神名字 從永遠到永遠 祂超過一切 

副歌：除祢以外 找不到可配頌讚 
除祢以外 找不到真救主 除祂以外 並沒有 沒有別名 

基督 祢是崇高 尊貴 配受崇拜 不變 信實 無人能像祢 (光輝 國度 榮耀全屬祢) 
 

靠著耶穌得勝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在祢愛裡我要宣告 軟弱已得改變 在祢愛裡我要宣告 祢是王 
在祢愛裡我要宣告 我不必罪中打轉 是祢帶領著我得勝 

副歌：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終此生要靠著主愛去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不必驚怕挫敗 確知主恩更廣闊 是祢帶領著我得勝 

 
誰曾應許 

曲、詞：盧永亨 版權屬團契遊樂園所有 

1. 誰曾應許一生不撇下我 每段窄路 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於青草恬靜處躺臥 豐足恩惠比海沙更多 
2. 誰曾應許天天看顧著我 晝夜眷佑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裡懼怕怯懦 那懼路途捲動著漩渦 

副歌:因祢是我主 我避難所 我盾牌和詩歌 祢是我的高臺 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 讚頌和高歌 祢永在我心窩 唯祢有永生江河 除祢以外不倚靠別個 

**我究竟算甚麼 神祢竟這般顧念我** 
 

恩典太美麗 
曲、詞：盧永亨 版權屬團契遊樂園所有 

1.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 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 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2.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 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 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副歌 1：恩典太美麗 無甚麼可取替 唯求將心全然給主 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神 傾心傾意愛別人 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3. 這天降服於主腳前 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 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副歌 2：衷心去讚頌 神極重的恩惠 獻我一生傳揚福音 來證實主愛何寶貴 

請觀看稻田 主的莊稼在面前 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忠於使命 不惜一切來回應 能事奉祢是最尊貴 

 
我向祢禱告 

曲、詞：李藹兒 版權屬新音樂敬拜創作所有 

1.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磐石與拯救 是我高臺與詩歌 祢體恤我 祢保守我 

2.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能力與保障 是我盾牌與幫助 祢應許我 祢在掌舵 
副歌 1：我向祢禱告 縱使我軟弱 我雖失信 祢仍然可信 

面對的山嶺那麼高 路徑艱難如沒去路 但信靠祢 祢定會開路 
副歌 2：向世界宣告 祢是我盼望 我心相信 靠著祢(終會)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 遵行祢旨意 (神蹟必可看見)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信心 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權柄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只想看見 我只想看見 祢旨意彰顯)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願諸天歡呼歌唱 

曲、詞： 河用仁 版權屬萬國敬拜與讚美所有 

願諸天歡呼歌唱 同聲宣揚父神榮美 

願一切被造世間的萬物 齊來讚美祂榮耀 

副歌：一切高山深海歡呼歌頌 彰顯神的權能和祂大作為 

一切全地四方揚聲歡唱 慈愛公義真神 

創造我的主宰 賜寶貴生命 祂名已被高舉 遠超過一切 

全能君王要在榮光中降臨 讚美祂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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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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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顆謙卑的心 

曲、詞：張敬雅 版權屬 611靈糧堂所有 

求祢給我一顆謙卑的心 給我一個受教的靈 

好讓我能走在祢的旨意裡 如同耶穌的生命 (x2) 

副歌：幫助我更多的禱告 幫助我更深的倚靠 

單單相信祢 深深敬畏祢 一生要跟隨祢 

 

親眼看見祢 

曲、詞：鄧淑儀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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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著信 

曲、詞：盧永亨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1. 憑信 他離別吾珥 因信 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 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 贏到祝福 換了名字 

2. 憑信 他行近紅海 因信 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 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 仍敬拜上帝 發誓至死不改 

副歌：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 憑信放聲呼喊 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裡靜待 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3. 憑信 他們懷著憑據 因信 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 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員：邢福增教授 

講題：朝聖者的信心 

經文：申命記 34:1-12 

1 摩西從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與耶利哥相對的毗斯迦山

頂。耶和華把基列全地直到但，2 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蓮、瑪

拿西的地，猶大全地直到西海，3 南地和棕樹城 耶利哥的平原，

直到瑣珥，都指給他看。4 耶和華對他說：「這就是我向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之地說：『我必將這地賜給你的後

裔。』現在我使你眼睛看見了，你卻不得過到那裏去。」5 於

是，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華所說的。6 耶

和華將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毗珥對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沒有

人知道他的墳墓。7 摩西死的時候年一百二十歲。眼目沒有昏

花，精神沒有衰敗。8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為摩西哀哭了三十

日，為摩西居喪哀哭的日子就滿了。9 嫩的兒子約書亞，因為

摩西曾按手在他頭上，就被智慧的靈充滿，以色列人便聽從他，

照着耶和華吩咐摩西的行了。10 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

像摩西的，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11 耶和華打發他在埃

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僕，並他的全地，行各樣神蹟奇事，

12 又在以色列眾人眼前顯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題： 朝聖者的信心 講員： 邢福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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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週六晚堂、週日早堂） 

講員：呂彩嫺宣教師 

講題：警醒爭戰 

經文：約書亞記 5:1-15 

1 約旦河西亞摩利人的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諸王，聽見耶和華

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約旦河的水乾了，等到我們過去，他們的心

因以色列人的緣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膽氣。2 那時，耶和華吩

咐約書亞說：「你製造火石刀，第二次給以色列人行割禮。」 

3 約書亞就製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裏給以色列人行割禮。

4 約書亞行割禮的緣故，是因為從埃及出來的眾民，就是一切

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後，都死在曠野的路上。5 因為出

來的眾民都受過割禮，惟獨出埃及以後，在曠野的路上所生的

眾民，都沒有受過割禮。6 以色列人在曠野走了四十年，等到

國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滅了，因為他們沒有聽從耶和

華的話。耶和華曾向他們起誓，必不容他們看見耶和華向他們

列祖起誓應許賜給我們的地，就是流奶與蜜之地。7 他們的子

孫，就是耶和華所興起來接續他們的，都沒有受過割禮；因為

在路上沒有給他們行割禮，約書亞這才給他們行了。8 國民都

受完了割禮，就住在營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9 耶和華

對約書亞說：「我今日將埃及的羞辱從你們身上滾去了。」因

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10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營。正

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節。11 逾越節的次日，

他們就吃了那地的出產；正當那日，吃無酵餅和烘的穀。12 他



 

們吃了那地的出產，第二日嗎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

嗎哪了。那一年，他們卻吃迦南地的出產。13 約書亞靠近耶利

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裏有拔出來的刀，對

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裏，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

助我們敵人呢？」14 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

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甚麼話

吩咐僕人？」15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的

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書亞就照着行了。 
 

大綱： 

1. 得勝秘訣 

2. 得勝態度 

 

反思問題： 

1. 以色列人在逾越節蒙拯救的關鍵是甚麼?我們得拯救是因為甚麼？ 

2. 你的生活中在哪方面未能讓基督居首位？做元帥？何事常常自己

作主？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週六晚堂、週日早堂） 
講題： 警醒爭戰 講員： 呂彩嫺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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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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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

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
參透。」傳道書 3:1,11。求聖靈充滿教會明白上帝在這時代的心意，
實踐主的召命，建立神的國度。求主幫助弟兄姊妹能常與神親近，
彼此互相結連，一起學習主的道，彼此守望代禱，並能警醒爭戰，
免受撒但的搞擾和破壞，在家庭和職場／校園，教會、社區中見證
神。 

2. 面對現今社會的處境，求主賜我們大衛「以善報惡」的心，因著敬
畏神，願意行出屬神的公義，勇敢以善待惡改變現在的處境，並相
信神是公義的審判者。 

3. 近日疫情又再嚴峻，請禱告記念沙勉區的肢體，他們是較容易受感
染的一羣，又會萬事擔心，求主額外保守和看顧他們。 

4.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每週末能有地方開組，因在限聚令之下也限制大
家戶外開組及活動，求主預備地方。 

同工： 
請為蔡碧翠姊妹感恩，初步完成箍牙，已拆箍，感謝主在這兩年過程中
的保守，求主保護她的牙齒健康，經歷主恩！ 
肢體： 
1. 禱告記念沙少區伍俊康弟兄與沙奮區陳嘉允姊妹於 28/11 締結婚

盟，願主成為他們家庭之首，建立滿有愛及以主為先的家庭，忠心
服侍主，在家庭中滿有能力地作見證。 

2. 請為沙勉區麥韻梅姊妹代禱，她最近經常頭痛和心跳過高，令致身
體不適，求主醫治她，消除頭痛，心跳恢復正常，能有好的休息，
身心靈健壯，經歷主恩！ 

香港： 
請為香港政府實行防疫和抗疫的措施代禱，求主賜他們智慧和果斷的決
定，現正面對第四波的爆發，市民能克制地保持社交距離和公共衛生，
並在有需要時接受檢測，保護自己和別人。求主保護香港人，無論身心
靈都得以堅壯和安穩。 
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令世界原來的饑饉問題更趨嚴重，最保守的估計，全世界
有超過三十億人無法負擔健康膳食的成本。貧富懸殊，更加劇這現象。
世界糧食計劃（WFP) 指出，美國紐約州一份最基本營養飯餐價格，只
佔當地人們收入的 0.6％，在南蘇丹卻佔 186％！人饑餓並不是純粹因
糧食不足，2015 年的農業生產較 1960 年多三倍，期間人口只增加兩
成。（Hunger : The Facts 2020 年數據）求主讓我們看見：人饑餓非因
無餅，乾渴非因無水，疫情突顯的，是世界貧富不均及其不公平。主啊，
求祢讓我們懂得思考個人的生活方式，也認識世界不公義的制度，共謀
未來的出路。「愛慕公義如飢如渴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太五 6）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20年 11月份堂會議決摘要 

1. 通過接納執事會建議聖誕節洗禮名單。 

 成人洗禮：吳澤甜，姜群歡，林少燕（沙星區）， 

李家琪（沙奮區），陳昫賢（沙奮區）。 

 轉 會 禮：李泳斯（沙旺區）。 

 兒童洗禮：陳天頌  「父：陳偉成（沙星區）  

母：鄧佩芬（沙星區）」 

     詹天嵐和詹天綝「父：詹志誠（宣教師）  

母：王婉儀」 

     區筠沛和區晏菁「父：區俊英（沙靖區）  

母：黎斯慧（沙靖區）」 

     曾允祈  「父：曾宏強（沙旺區）  

母：陳綺華（沙旺區）」 

     謝展榮  「父：謝瑋晏（沙旺區）  

母：張穎琪（沙旺區）」。 

2. 通過接納執事會建議 2021 年度事工計劃。 

3. 通過接納執事會建議推薦詹志誠宣教師申請區會差遣宣教師。 

4. 通過接納執事會建議延續黃慧貞宣教師 2/3 部份時間同工的

申請（2021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5. 通過 2021 年度會友大會議程。 

6. 通過 2021 年度財政預算。 

7. 通過 2020 年度「堂務委員會報告」大綱。 

8. 通過接納區長會推薦區俊英區長為堂委，任期：2021-2022 年。 

9. 通過聘請「上策會計師有限公司」為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三年度

核數師。 



 

為緬北神學院籌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