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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覓得同伴同行                      鄭嘉慧宣教師 

  當婚禮遇上疫情時，婚禮人數的上限曾被限制至 20 人，這

樣的消息對許多將要結婚的弟兄姊妹來說，都使他們感到很無

奈、徬惶，甚至是擔憂……有些新人更需延後婚期。想在教堂

舉行婚禮的話，減去主席、主禮人、訓勉、祈禱及獻唱、雙方

家人之後，能騰空下來給來賓的出席名額就更是所餘無幾！做

婚禮未能如當初想像般：能夠辦一個能讓所有親友來見證的婚

禮。對許多即將結婚的弟兄姊妹來說，雖然是未能太如願、也

不知疫情會何時完全受控，但是，筆者認為這對於一對新人在

步入婚姻之前，二人就能夠提前一同經歷這種在環境上不容易

的功課，也未必是一件壞事。一對新人要如何共渡婚禮以後的

人生的每一天和如何一同成長才是更重要！ 

 

  筆者想起一對夫妻在使徒行傳十八章 1-4 節中（和修版）：

「1 這些事以後，保羅離開雅典，來到哥林多。2 他遇見一個生

在本都的猶太人，名叫亞居拉。不久前，他帶着妻子百基拉從

意大利來，因為克勞第命令所有的猶太人都離開羅馬。保羅去

投靠他們。3 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保羅因與他們同業，就

和他們同住，一同做工。4 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裏辯論，

勸導猶太人和希臘人。」經文這裡記載了一對夫婦亞居拉和百

基拉，這對夫婦是猶太人，當時在羅馬的猶太人發生了暴亂，

這導致羅馬皇帝把所有的猶太人驅逐出城，亞居拉和百基拉因

而離開了羅馬（2 節），這對夫婦是以製造帳棚為業。經文提



 

到保羅去投靠了他們，保羅與他們同工和同住了一年零六個月

（十八 11），他們日後更與保羅一起去了敘利亞和以弗所服事，

共參與了兩次的宣教旅程。當亞居拉和百基拉認識保羅之後，

這對夫婦的靈命都一起成長，並且能夠一起同心服事，成為美

好的屬靈拍檔。其實在信仰的道路上，能夠找到志同道合的弟

兄姊妹一起去同行是一件美事！保羅找到了亞居拉和百基拉，

他們一起同住，學習上帝的話語，一起事奉，保羅和亞居拉彼

此互相支持、一同成長。在信仰的道路上能夠擁有同伴一起同

行和成長，是一種莫大的祝福。 

 

  自去年疫情持續反覆，由嚴峻至近日的確診個案稍為有些

回落，在這段日子裡，許多基督徒都是拿著手機獨自一人的參

與網上的崇拜、小組或課堂等等的活動，這似乎慢慢變成了習

慣，甚至覺得省卻了不少交通時間，更加方便。但是基督徒除

了要個人與上帝建立關係之外，我們也絕對離不開要與其他弟

兄姊妹團契、彼此相交。教會今年的主題是守望成長、跨代同

行，願我們能夠像保羅和亞居拉夫妻一樣，即使自己的靈命有

多麼成熟老練，對聖經有多麼熟悉，但我們仍需要有同伴同行，

不論是以夫妻的組合、或是以同業同行的組合；不論是在網上

或是實體，我們都需要尋找同路人同行，以致在成聖的路上，

我們能夠彼此激勵、彼此相顧和彼此勸勉，一同朝向長成基督

的身量的目標進發。新一年，願主加添我們願意主動去與弟兄

姊妹彼此連結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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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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 

網上崇拜 
何啟康區長 劉世增牧師 

動蕩世代中 

跟從耶穌 

（太 ）39-10:34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太 39-10:34  

宣  道               動蕩世代中跟從耶穌 

回  應                  恩主美善愛眷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家事分享 

1. ＜教會復興祈禱會（網上）＞ 
逢週五晚上 9:00-10:30 舉行，誠邀弟兄姊妹參加，建立
禱告祭壇，一起尋求主，呼求主的臨在，參加者請聯絡王
桂芳牧師。 

2. 弟兄姊妹現可透過網上轉賬/轉數快/ATM 轉賬等方法奉
獻，完成轉賬後，請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教會，如教會
沒有收到通知，會以無名氏入賬，詳情請到以下網址查
閱：https://bit.ly/donation2021。 

3. 2021 年 1 月徵信錄可於週刊內及教會網站的小組錦囊
內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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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曲、詞：方文聰  編：Philia Yuen  版權屬Worship Nations X玻璃海樂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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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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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的約 
曲、詞：方文聰  版權屬Worship Nations X 玻璃海樂團所有 

看 我們都有限 主 才是可倚靠 
不論白晝夜間 慌亂與驚嚇 我必飛奔於全能者蔭下 
副歌：投靠祢的已躲於祢懷內 瘟疫不會終止祢的愛 
救我脫離了驚恐 立平安的約 在急難裡 祢與我同在 
投靠祢的已棲身翅膀下 保護我們必不怕遭害 

住在我們至高者 隱密處 才發現祢真實的同在 賜屬天平安 
 

最好的福氣 
曲：古丹青  詞：盧永亨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願我的心讚頌我的主 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 
在祢恩典中 幾多的好處 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 

(藏在祢帳幕的隱密處 渴想一心盡力愛主) 
副歌：1. 也許一生多困苦 被世間撇棄恨惡 
但祢總看顧 樂意攙扶 愁悶慨嘆變作歡呼 

人海中多昏暗迷糊 但我的心始終堅固 投靠祢便覺恩典豐富 
副歌：2. 也許心中感痛悲 甚至失去了力氣 
讓我抓緊祢 熱暖的手臂 攜著我再振翅高飛 

人海中雖顛沛流離 但祢應許不捨不棄 投靠祢是最好的福氣 
(全賴有著祢才令這生極美) 

 
恩主美善愛眷 

曲：Siegfried Fietz  中譯詞：黃巧兒  版權屬 ABAKUS Musik所有 

1. 塵世變故 我知有恩主看顧 除去驚慌 頃刻安慰引牽 
期盼與祢挽手 縱艱辛不變 迎向新天 光輝終必得見 

2. 沉痛 困惱 創傷至今都憶記 沉重過去交織 捆綁 壓逼 
求祢賜我眾安穩 施恩釋放 憐憫 關心 體恤孤寡小眾 
3. 如祢要賜予我眾險阻挑戰 沿各處披荊斬棘風雨飄 
前往哪裏靠主可心堅不怯 如得賞恩膏 謹遵主旨意 

副歌：是主傾出真光照 美善愛眷 路遠也可堅守 因祢護航 
夜幕低首 日光高昇 主引領 信靠救主恩看顧達雋永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二十一日 

講員：劉世增牧師 

講題：動蕩世代中跟從耶穌 

經文：馬太福音 ）和修本（39-10:34  

34「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帶給地上和平，我來並不是帶來和平，

而是刀劍。35 因為我來是要叫『人與父親對立，女兒與母親對

立，媳婦與婆婆對立。36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37 愛

父母勝過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勝過愛我的，不配

作我的門徒。38 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不配作我的門

徒。39 得著性命的，要喪失性命；為我喪失性命的，要得著性

命。」 

 
大綱： 

1. 我們所信的主沒有帶來和平。 

2. 我們要學效主走主的道路。 

3. 我們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小組討論： 

1. 分享你在此時此刻的香港生活的感覺、思想和渴望。 

2. 這段聖經帶給你什麼感覺？失望？盼望？懼怕？信心？ 

3. 你從今天開始可以怎樣跟從耶穌？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二十一日 
講題： 動蕩世代中跟從耶穌 講員： 劉世增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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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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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教會，主賜智慧和能力在動盪的時代中，能背起十字

架跟從主，學效主的道路，經歷主的同在和同行。 
2. 求主激勵弟兄姊妹尋找同路人同伴同行，在成聖的路上，能夠彼

此激勵、彼此相顧和彼此勸勉，一同朝向長成基督的身量的目標
進發。 

3. 請禱告記念沙綠區幾位區長領袖，願他們在主的恩典下，能有屬
主的悟性及愛心，彼此守望一同成長。 

4.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在學的組員，求主憐憫他們因疫情而受影響
的學習進度，求主幫助他們能追趕得切，尤其今年的 DSE 考生，
求主幫助及加力給他們，在學習中能多多經歷恩典，有足夠的精
神和智力應付，同時，屬靈生命也有更大的成長和渴求。 

5. 請為執事會（28/2）代禱，求主賜智慧和同心合意地去實踐主在
沙田堂的心意。 

堂委： 
1. 請為李偉禾弟兄代禱，求主賜他的身、心、靈，每時每刻都緊跟

神心意。 
2. 請為區俊英弟兄代禱，感恩他回歸堂委大家庭，交接順利；恢復

面授教學在即，求主加添智慧，讓他可以成為天父恩典的出口，
作流通的管子，榮神益人，作鹽作光。 

3. 請為謝瑋晏弟兄代禱，求主幫助他開學的工作和兒子回復學習，
可以重新適應。 

4. 請為劉子麒弟兄代禱，i）他的工作上最近有很多新挑戰，求主
給智慧；ii）這週他有輕微腸胃炎，求主醫治。iii）這週是結婚
四週年，感恩主一直的帶領，求主繼續保守他們夫妻二人同心。 

肢體： 
沙勉區麥韻梅姊妹於 19/2 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她的家人和沙勉區
的弟兄姊妹，賜他們平安和盼望。 
香港： 
1. 請為接種疫苗的各樣安排代禱，求主賜智慧給政府，並讓市民能

作出明智的決定和回應，官民在防疫和抗疫中能同心，產生果
效！ 

2. 求主幫助政府和市民在造物主面前能保持一份謙卑與自我省
察，看到「別人比自己強」的一面。求主憐憫，施恩啟迪人心。 

世界： 
請為緬甸的政局代禱，求主的公義在當中，保護人民的權利和生命
安全！ 



 

 
                                                                                                                                                     

   



 

 

2021年 1月份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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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弟兄姊妹一同服侍，有以下時段可選擇 : 

27/2（六） 28/2（日） 

早上 10:00-12:00 

乙明村 

肢體：4 位 
「關懷」 

早上 10:00-12:00 

水泉澳村 

肢體：4 位 
「關懷」 

早上 11:30-1:30 
沙角村 

肢體：4 位 

「關懷」 

早上 11:30-1:30 
乙明村 

肢體：4 位 

「關懷」 

下午 2:00-4:00 
博康村 

肢體：4 位 

「關懷」 

下午 2:00-4:00 
沙角村 

肢體：4 位 

「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