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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跨越阻礙                             鄭嘉慧宣教師 

英國知名作家魯益師 1 說: 「如果你需要一個讓你感覺舒適的宗教，
我絕對不會推薦你基督教。」使徒行傳這卷書也被稱為「全部的使徒之行
傳」，它記載了初期教會的歷史，其中在使徒行傳 8:1-8 記載了一段歷史:

「掃羅也贊同處死他。從那一天開始，耶路撒冷的教會遭受到大迫害，除
了使徒以外，眾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有些虔誠的人把司提
反埋葬了，為他大大哀哭。掃羅卻殘害教會，挨家挨戶地進去，拉着男女
關在監裏。福音傳到撒瑪利亞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地去傳福音的道。腓利下
撒瑪利亞城去( [ 8.5] 「下…城去」：有古卷是「下撒瑪利亞的一座城去」。)，
向當地人宣講基督。眾人都聚精會神，同心合意地聽腓利所說的話，一邊
聽他的話，一邊看他所行的神蹟。因為有許多人被污靈附着，那些污靈大
聲呼叫，從他們身上出來；還有許多癱瘓的、瘸腿的都得了醫治。那城裏，
有極大的喜樂。」 

初期教會的執事司提反殉道之後，耶路撒冷的教會開始大遭逼迫，持
續加劇的逼迫促使基督徒開始分散到各地。聖經鼓勵我們在受阻的困境之
下，上帝是主宰萬事的，上帝永恒的計劃是無人能夠攔阻的，我們從昔日
初期教會中聖靈的工作中得知，聖靈如今仍然在你我的生命之中工作，聖
靈的工作仍舊在世界各地運行中。所以，作為信徒的你和我，必須要做的
事就是:忠心地跟隨主的腳蹤，行祂所行的。主吩咐了保羅(這也是主對教
會在宣教上的心意): 「我已經立你作萬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
地極。」(徒十三 47)在主所吩咐的大使命之中，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這是一個跨地域跨交化、去得很盡的傳福音召命。我
們沒有想到，在極為艱難的處境之下，教會和門徒卻能透過聖靈的引導和
大能，兩者(人和聖靈)配合得完美極致，使危機轉化為契機。 

（下頁續） 

職場事工顧問： 
代堂主任： 

張大華牧師 
佘健誠牧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沙綠區) 

宣 教 師： 呂彩嫺宣教師(沙勉區) 
黃慧貞宣教師(沙苗區) 

牧    師： 王桂芳牧師(沙勉區、沙星區、沙龍區、沙宣區) 鄭詠怡宣教師(沙靖區、沙奮區、敬拜區) 
 陳智衡牧師 鄭嘉慧宣教師(沙少區、沙約區、沙泉區、 

執    事： 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 沙旺區、沙綠區) 

 司徒麗燕執事、林偉漢執事、莫苑萍執事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沙奮區) 
行政同工： 蔡碧翠、蔡榮欣 工    友： 張嘉輝、關自力、陳達文 

1 出生於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他是威爾斯裔的英國知名作家，他聞名的作品有《納尼亞傳奇》、
《獅子、女巫、魔衣櫥》等小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C2%B7S%C2%B7%E8%B7%AF%E6%98%93%E6%96%AF) 



 

（接續上頁） 

經文記述了上帝也使用了初期教會的另一位執事腓力 2，他下到撒瑪利亞
城，對當地人傳講耶穌基督，對猶太人來說，撒瑪利亞人的血統問題使兩
個民族之間一直處於彼此仇視的關係，因此撒馬利亞城一直是猶太人避免
逗留的地方。在路加福音十章就記載了耶穌對一位律法師講解了一個好撒
瑪利亞人的比喻，來提醒這位律法師不要光是熟悉律法、守禮儀，而是要
以「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路十 27-28)來回應上帝。 

經文顯示了這邊廂因耶路撒冷的教會遭受大迫害，門徒被逼要分散到
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耶路撒冷教會的門徒大多就分散了，另一邊廂有些
敬虔的門徒在司提反的墓前哀哭，又另一邊廂掃羅卻在殘害教會並捉拿信
徒入獄。但在去到第 4 節的經文開始卻出現一個大轉折:一部份分散的門
徒將福音傳到了撒瑪利亞。聖經記載那城的人「都聚精會神，同心合意地
聽腓利所說的話，一邊聽他的話，一邊看他所行的神蹟。因為有許多人被
污靈附着，那些污靈大聲呼叫，從他們身上出來；還有許多癱瘓的、瘸腿
的都得了醫治。那城裏，有極大的喜樂。」原來聖靈透過了人的配合，使
人能有恩典去回應大使命，使未得救的人能夠得享在上帝裡面的救恩和喜
樂。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害怕會失去一些對我們來說很珍貴的人和事。
然而，焉知「失去」這件事本身不是另一個充滿恩典的契機呢? 耶穌基督
對世人來說，是打開了一扇通往救恩的門，同樣上帝能夠在多變及難以掌
握的世事中為我們開啟另一扇敞開的大門，我們也不應因環境而沮喪絕
望，因而局限了上帝的作為。在這末後的世代中，仍然有許多敬畏上帝的
人，他們願意放下各樣的重擔，忠心地為主作工。 

昔日沙田堂是由灣仔堂植堂來的，1980 年的灣仔堂招募了十九位肢
體，他們願意在每週末長途跋涉來到沙田開展福音事工 3，逐家逐戶派發
福音單張 4、舉辦個人的培談和佈道會 5。沙田堂的網頁中有一段宣言: 「要
建立一所穩健的小組教會，藉著禱告、敬拜讚美來恢復上帝在教會的地位
及榮耀，並要讓每位信徒從他所屬的小組學習彼此牧養並接受裝備，從愛
中建立自己，靠著聖靈的大能及恩賜，承擔主的大使命，服務社區，向不
同群體為主作見証。」我們不能忘記沙田堂在這世代中從主所領受的使命，
特別是在這個充滿混亂和不安的世代，若這個世界的混亂和不安就像一座
你難以跨過的大山的話，你當仰望那位比眾山更祟高的上帝，祂必能為我
們把大山挪開! 使萬民能從主耶穌這唯一的道路通往上帝的恩典裡。 

願我們在主裡互勉，仰望那一位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的上帝! 

2 與司提反一同被選立為七位執事之一。 

3 陸輝牧師，「回顧與前瞻」，《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十週年紀念堂刊》(香港: 1993)，11。 

4 郭安德牧師，「愛的相交」，《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十週年紀念堂刊》(香港: 1993)，15。 

5 陸輝牧師，「回顧與前瞻」，《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十週年紀念堂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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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高輝文 / 葉偉樂 / 方卓雅 

 

讀  經         

 

宣  道        我往那裡躲避政治 / 無得揀 / 我往那裡躲避政治 

 

奉  獻             站於天地之間 / 認定祢 / 站於天地之間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主席 講員 當值同工 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26/6 

午堂 
高輝文 鄭詠怡宣教師 謝駿麒 廖彥揚 

尹穎欣 

沈沛 

胡喬茵 

27/6 

早堂 
葉偉樂 呂彩嫺宣教師 謝駿麒 黎燕妮 

李偉禾 

何梓峯 

梁秀英 

午堂 方卓雅 鄭詠怡宣教師 鄭嘉慧 呂偉玲 

梁建國 

何健偉 

江樹棠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主

席 
講員 講題 聖餐/襄禮 當值同工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3/7 
午堂 

李皓昕 

佘健誠 
牧師 

你們應當 
如此行 
林前 

11:20-34 

佘健誠牧師 
鄭嘉慧 

沙少志明組 黎碧筠 

鄭嘉慧/謝駿麒 邱凱琪 
陳錦儀 
尹穎欣 

4/7 
早堂 

蘇家淳 

佘健誠牧師 

呂彩嫺 

勉勵區 呂愛 

呂彩嫺/羅偉真 陳偉業 
劉詠儀 
黃麗𣶼 

午堂 劉鈴莉 

王桂芳牧師 

鄭嘉慧 

沙星區：吳澤甜  
姜群歡 何錦昌 

伍恩君 

謝駿麒/莫苑萍 林峻廷 
朱慕賢 
甄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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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份聖餐將於第一個主日（3-4/7）和第二個主日（10-11/7）舉行，敬
請留意。 

3. 2021 年 5 月徵信錄，徵信錄可於週刊內及教會網站的小組錦囊內查閱。 

4. 沙少區陳俊楠弟兄參加香港細胞小組教會網絡舉辦的「門徒繁殖系」
（2020-2021）課程，將於 28/6-31/8 在沙田堂全時間實習，請禱告記念
他，求主帶領他有美好的學習，生命成長和突破，事奉得力！ 

5. 因應香港政府限聚令放寬，由下星期（4/7）開始，凡出席本堂崇拜之弟兄
姊妹無須預先報名，聚會前必需出示組員證或填寫有關資料作登記。 

6. 沙苗區聚會，因課室容納人數仍有限制，所以仍需要在網上報名，額滿即
止。如未能成功報名的小朋友可以隨父母一同參加崇拜。 

7. 有關週日午堂崇拜申請培英中學泊車，需要預先在網上報名，先到先得，
所有網上報名連結，將會逢星期一張貼在本堂 facebook 專頁內及會透過牧
區轉發給各位組長，敬請各位弟兄姊妹留意安排。 

8. 週日早堂及午堂崇拜後，請弟兄姊妹幫忙用消毒紙巾協助消毒自己的椅
子，並幫忙執拾場地的椅子、音響和樂器 (除了週六午堂)，以致可減輕工
友的工作，謝謝大家的互相效力。 

9. 各小組單位如借用培英中學課室或一樓學生活動中心作會議及活動之用，
請完結後將用過的枱和椅子進行消毒，並還原所有埸地及清毒用過的枱
凳，謝謝大家幫忙。 

10. 溫馨提示：凡星期日下午 2:00 借用沙田培英中學課室開組或聚會或會議
的弟兄姊妹，請於當日下午 1:30-2:00 進入學校和寫名或剔到，屆時有工
友協助，逾時不候，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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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 
曲、詞：Reuben Morgan 中譯詞：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敬拜所有 

1.藏我在 翅膀蔭下 遮蓋我 在祢大能手中 
2.我靈安息 在基督裡 祢大能 使我安然信靠 

副歌：當大海翻騰 波濤洶湧 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祢仍做王在洪水中 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求充滿這地 
詞：楊家寧 曲：李宗唐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喔主感謝祢 創造這土地 以永恆話語 賜下無限生命 
用恩典的馨香氣息 祝福這地 讓我們全心 跟隨祢帶領 

2.喔主感謝祢 創造這土地 以慈愛澆灌 以喜樂耕耘 
用無數的白晝黑夜 孕育這地 順服的人情 感恩的心情 

現在都只願 以基督的心為心 
副歌：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醫治這地 痛苦疾病要過去 神蹟在運行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轉化這地 黑暗權勢要離去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醫治這地 全地看見祢榮耀 祢復興降臨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轉化這地 全地尊榮祢聖名 為祢而站立 

**一生祝福 永不停息 世代因祢愛延續 呼求祢** 

站於天地之間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讓我得見天之光 讓我體會天之美 在那光芒蓋掩裡 存著那施恩之座 
讓我不忘世間事 讓我記念世間痛 但我心頭要緊記 屬天的恩典會下降 

副歌：站於天地之間 讓我作個敬拜的人 
處身悲傷幽暗的角落 要宣告祢在 祢能力沒變改 

於這天地之間 讓我作個代禱的人 
容讓每個嘆息 搖動施恩的祢 讓屬天之光普照在世 

*讓讚美作信心的歌 讓祈禱成燃燒的火 打開天之門 讓這地可見光*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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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歸於活的道 歸於神羔羊 (x2) 

副歌：高唱榮耀 榮耀 榮耀 榮耀 

榮耀歸於神羔羊 榮耀歸於神羔羊 

十萬樣緣由 
曲：Matt Redman 詞：凌東成  版權屬 Sixstepsrecord/Sparrow Records 所有 

副歌：讓我的心讚頌 噢我靈 崇拜祂的名字 

從沒有這般讚頌 我心靈 名字配高舉敬拜 

1. 日出東方 這破曉新一天 到這良辰唱祢詩歌  

全拋開心中 世事掛慮決心不理 每晚我獻上頌讚的歌唱 

2. 神祢厚愛 只會慢作憤怒 神配敬拜 仁慈滿心中 

為祢美善 今我永不息歌唱 十萬樣緣由在我的心裡 

(名字我今要高舉 主聖名我屈膝敬拜） 

捨尊為我 
曲：Lenny LeBlanc、Paul Baloche 詞：三吉 Alex版權屬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所有 

神祢的權能 勝過君主 被創的一切 祢掌管於至高處 

並沒有知識 可比主意念高 祢創世以先經已作王 

神遠超諸國 勝過一切 奇妙的作為 在世上怎可計 

造物主豐足 遠超出世人尊貴祢聖潔比諸天美麗 

副歌：祢竟臨世 承受我罪 釘十架 流盡血共淚 

 身心碎 孤單背我罪 捨尊為我 神記念我 全為我 

多愛多能力 
曲：Jude Del Hierro版權屬 Hossnna Music 所有 

多愛多能力 祢更多在我生命 多愛多能力 祢更多在我生命 

我要敬拜祢 盡我的心意 我要敬拜祢 盡我的心靈 

我要敬拜祢 盡我的力量 因祢是我主 祢是我主 

我要尋求祢 盡我的心意 我要尋求祢 盡我的心靈 

我要尋求祢 盡我的力量 因祢是我主 祢是我主 

認定祢 
曲、詞：徐嘉絃 版權讚美之泉所有 

我要專心仰賴祢 不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所行的事都要認定祢 

我要專心跟隨祢 不倚靠自己的能力 在所行的路祢必指引 

副歌：將祢的話語繫在頸項上 刻在心版上 

主啊 我站立敬畏祢 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走近祢心意 獻上一切主啊我尊榮祢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曠野甘霖 

曲：劉諾生 詞：西伯 版權屬劉諾生 John Laudon 所有 

主啊今我心切慕祢 此際多渴想可仰望祢 
像曠野等甘霖 渴望祢施恩 凝望祢一心 瞻仰榮美 在祢的聖所 

副歌：用我的口尊崇 能力至高威榮 無盡大愛 尊貴更勝一切性命 
讓我舉雙手來 傳頌上主的名 無人像祢使我的心滿足 

慈愛豐厚勝過我性命 同舉手稱讚 

全心敬拜 
曲：Sondra Corbett 中文譯：凌東成 版權屬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所有 

全心敬拜 全心歌唱 高呼祢全能 
全心敬拜 全心歌唱 和平在祢的手中 

崇敬感恩 來自我的心底 
全心敬拜 全心歌唱 專一愛著祢 

展開清晨的翅膀 
曲、經文摘編：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耶和華 祢已經鑒察了我 我坐下我起來 祢都已曉得 
我行路 我躺臥 祢都細察 祢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我舌頭上的話 祢沒有一句不知道 
祢在我前後環繞著我 按手在我身上 

這樣的奇妙 是我不能測透 祢的至高祢的尊貴 是我永遠不能所及 
副歌：我可以往哪裡去躲避祢的靈  
我可以往哪裡去逃 可躲避祢的面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地極 就在那裡 祢的雙手也必引導我 

全然為祢 
曲：Reuben Morgan 中文譯：周巽光牧師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我將生命 交在祢手中 獻上一切 給祢主 
我的世界 全在祢手裏 我屬於祢 到永遠 

2.與祢同行 到天涯海角 不論悲喜 我信靠祢 
主我願意 活出祢旨意 活出祢應許 到永遠 
副歌：耶穌我心相信祢 耶穌我心屬於祢 
活著全都為了祢 歌唱也為了祢 全然為祢 

(主我敬拜 主我敬拜祢) 

站於天地之間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讓我得見天之光 讓我體會天之美 在那光芒蓋掩裡 存著那施恩之座 
讓我不忘世間事 讓我記念世間痛 但我心頭要緊記 屬天的恩典會下降 

副歌：站於天地之間 讓我作個敬拜的人 
處身悲傷幽暗的角落 要宣告祢在 祢能力沒變改 

於這天地之間 讓我作個代禱的人 
容讓每個嘆息 搖動施恩的祢 讓屬天之光普照在世 

*讓讚美作信心的歌 讓祈禱成燃燒的火 打開天之門 讓這地可見光*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員：鄚詠怡宣教師 

講題：我往那裡躲避政治 

經文： 40-22:34福音太馬；13-11、3-4:1以弗所書  

以弗所書 4:1-3、11-13 

1.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2.凡事謙

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3.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11.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12.為要成全聖

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13.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

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馬太福音 22:34-40 

34.法利賽人聽見耶穌堵住了撒都該人的口，他們就聚集。35.內中有一個人

是律法師，要試探耶穌，就問他說：36.夫子，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

的呢？37.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38.這是誡命

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39.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40. 這兩條誡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題： 我往那裡躲避政治 講員： 鄚詠怡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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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週日早堂) 

講員：呂彩嫺宣教師 

講題：無得揀 

經文：  15-24:14約書亞記  

 

14. 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地事奉他，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

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華。 
15.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

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大綱： 

一、 被神的恩典潔淨 

二、 不能事奉兩個主 

三、 認定耶和華是主 

思想問題： 
1. 你是家族中第幾代的基督徒？若是第一代，請分享信仰的過程中的衝突或

衝擊。若不是第一代，分享你父母的信仰何時真正成為你的信仰。 

2. 你最常憂慮的是什麼？你憂慮時會做什麼？你憂慮的事是否成為你生活中   
 的優先？ 

3. 今天你若選擇事奉神，在現今的生活中，有什麼需要調整？有什麼過去需  

要走出來？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週日早堂) 

講題： 無得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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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教會，主幫助我們能主裡彼此互勉，仰望這位為我們信心創始成

終的上帝，同心跨越在這時代所經歷的艱難和阻礙，靠主得力前行！ 
2. 請禱告記念沙綠區各家長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心靈能得滋潤，家中的小孩

蒙主的看顧，在哺乳期中能健康成長，賜更多的力量、愛和智慧給父母，在
家庭生活中滿有喜樂和信靠。 

3.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各事奉者的生命無障礙地與主天天親近，能專心聆聽主
的話語，生命得被更新和復興。 

4. 請為 27/6 特別堂會商議購堂的事宜代禱，求主指引，並賜他們智慧更多明
白主的心意，作合宜的決定和跟進。 

同工： 
1. 請為呂彩嫺宣教師的剛五個月大的外孫仔大病後代禱，他經歷主的恩典與

憐憫，早日徹底康復。 
2. 請禱告記念鄭嘉慧宣教師在不同的牧區中被上帝使用，連結肢體同行和能

更親近主，又願主賜她身心靈健壯，天天被聖靈充滿，滿有力量牧養不同的
肢體。 

宣教士：李偉良韓昱家庭 

1. 感謝主隔離後這三個月，找到了三位天國投資者，各自投資一百萬美金。現
整個學校計畫只欠 150 萬美金，求主在石離港前能找到。 

2. 由於資金已到位，我們已開始招標，求主讓團隊找到最佳承建商。 
3. 感謝主有弟兄願意義務承擔施工經理（Construction Manager）一職，也有兩

位弟兄協助，現需要另一位 CM, 輪流往泰國監工，求主預備。 
4. 校長夫婦已回美國，求主保守他倆的安頓與享受家庭時間，七月中開始會撰

寫課程與學校各種政策，求主帥領整個討論與制定過程。 
5. 這個月石與蘅倆父子同住，求主繼續帶領蘅的成長，也讓他早日回屬靈的

家。 
6. 泰國的疫情仍以每天三千新症的速度橫行，政府正商議封曼谷七天。同一時

間布吉已有七成民眾打了疫苗，以求七月開放旅遊業，挽救瀕危的經濟。求
主讓泰國的疫情早日消退，也讓布吉的開放落實，石可回家，Construction 
Manager 可親往監工。 

肢體： 
1, 請為沙少區陳俊楠弟兄代禱，他參加香港細胞小組教會網絡舉辦的「門徒繁

殖系」（2020-2021）課程，他將於 28/6-31/8 在沙田堂全時間實習，求主
帶領他有美好的學習，生命成長和突破，事奉得力！ 

2. 請為沙靖區鍾嘉冠弟兄及李海鈴姊妹代禱，他們於 18/7 舉行婚禮，求主讓
他們以禱告進入婚姻關係，求主賜智慧給他們和各工作人員參與婚禮，願親
友更認識基督教信仰，願神保守婚禮當日一切順暢！在上帝的祝福，在眾親
友見證下，他們共訂婚盟，主預備他們身心靈進入新的人生階段，在忙碌中
可以依靠神和尋求神，靠著主的能力和所賜的信心，適應新婚的生活，更多
經歷主的恩典和愛，主的同在和同行，婚姻美滿快樂，見證主的榮美！ 

香港： 
 請為傳媒工作者代禱，求主賜智慧和信心給他們忠實地報導真相，有主的保

護和平安，主的公義和正直臨在傳媒界，發揮其影響力和建設力。    
 



 

沙田堂第三季裝備站課程 

信徒生活 

此課程透過每堂的專題，去探討基督徒在信仰和生活中應有的特質，從而在行事

為人上與蒙召的恩相稱。 

 

導師：佘健誠牧師 

日期：30/7-24/9/2021（星期五，共九堂）       網上報名： 

時間：晚上 8:00-9:30（每堂 1.5小時）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費用：免費 

要求：已信主和完成初信栽培 

截止日期：25/7/2021                      網址：https://bit.ly/35OVhJO 

備註：此課程包含洗禮班部份內容，在 2022年開始參加此  

      課程後才可報名參加洗禮班 

 

 

 

 

 

 

 

 

 

                                                 

 

堂數 日期 課堂內容 

1 30/7 認識上主 

2 6/8 持守真道 

3 13/8 禱告敬拜 

4 21/8 召命人生 

５ 28/8 支持同行 

６ 3/9 作主門徒 

７ 10/9 鄰舍社會 

８ 17/9 工作家庭 

９ 24/9 恩賜事奉 

 
 

 

 

  

 

 

鍾嘉冠弟兄及李海鈴姊妹結婚典禮 
18/7 (日) 2:30pm， 

假座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舉行結婚典禮， 

請大家禱告祝福 !  

https://bit.ly/35OVhJ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