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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禱！逆禱！

王桂芳牧師

當我們面對疫情嚴峻，從本月初到現在，確診人數幾方級的上升，幾千人，甚至上萬(初確
診者) ，仍未到頂，最近確診人士總有一個係左近，陸陸續續知道所認識的人確診，甚至是自
己，在這不可掌握，突變、無助、身心疲乏和軟弱…這都容易讓我們跌進恐懼和憂慮中，這是
激發我們更多禱告的時刻，面對疫情，面對逆境，主的話語如何堅定我們的心呢？最近當與弟
兄姊妹一起禱告時，上帝給我一段經文，鼓勵和提醒，現與大家分享：
這段經文是：耶 33:6-9，它的上文是「耶利米還囚在護衛兵的院內，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他
說：『成就的是耶和華，造作、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是他的名。』他如此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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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這是當耶利米在
囚時向他講的話，在他絕望之時對他的鼓勵和上帝給以色列百姓被擄歸回的應許， 在人看來不
可能的情況下，神必成就恢復耶路撒冷，表達祂掌管歷史的絕對主權，接著講出有三方面的應
許，我們呼求主，這都是祂對香港的應許，當禱告時，可以「香港」代入「這城」。驚喜與恩
典能成為你目前選擇的力量與鼓勵？鼓勵你繼續聆聽及發現神對你的話！
（一）主醫治
v6-7「『看哪！我要使這城得以痊癒安舒，使城中的人得醫治，又將豐盛的平安和誠實顯明與
他們。我也要使猶大被擄的和以色列被擄的歸回，並建立他們和起初一樣。
*「耶和華拉法」（因耶和華是醫治的），上帝是醫治的神，祈求主的憐憫，「看哪！」觀看主
的作為，主醫治患者的身心靈，使他們得以痊癒安舒，經歷豐盛的平安和主的信實。
（二）主赦罪
v8 我要除淨他們的一切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們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違背我
的罪。
*罪使我們與上帝隔絕，也給魔鬼留地步，也帶來罪的刑罰和咒詛，求聖靈光照我們，代表香港
向主認罪（例如：驕傲、自義、自私、淫邪、兇惡、污穢、說謊、強權、不認主…等）求主饒
恕，求主寶血潔淨，主是「信實的、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
一 1:9，感謝主赦罪之恩，讓香港活出聖潔和自由！
（三）主得榮耀

v9 這城要在地上萬國人面前使我得頌讚、得榮耀，名為可喜可樂之城。
萬國人因聽見我向這城所賜的福樂、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懼怕戰兢。』」
「
*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詩 24:7，
我們歡迎榮耀的大君王耶穌進到香港，施行祂的大能大力，幫助香港有信心，能力面對和勝過
疫境、逆境，在當中經歷「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
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 5:3-5， 得著主賜的福樂、恩惠平安，彰顯
主的榮耀和奇妙的作為，讓香港成為「可喜可樂之城」！更讓人敬畏和戰兢上帝在香港的作為！
求主激起我們禱告的心，持續和懇切地為香港守望，見證主的作為！讓我們 P.U.S.H.（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禱告直到有些事情發生！阿們！
職場事工顧問：張大華牧師
堂 主 任：佘健誠牧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沙綠區)
牧
師：王桂芳牧師(沙勉區、沙星區、沙龍區、沙宣區)
陳智衡牧師
執
事：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
司徒麗燕執事、林偉漢執事、莫苑萍執事
行政助理：李韋德
行政同工：蔡碧翠、蔡榮欣

宣 教 師： 呂彩嫺宣教師(沙勉區)
黃慧貞宣教師(沙苗區)
鄭詠怡宣教師(沙靖區、沙奮區、敬拜區)
鄭嘉慧宣教師(沙少區、沙約區、沙泉區、
沙旺區、沙綠區)
鄧穎頤宣教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
沙綠區)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沙奮區)
工
友： 張嘉輝、關自力、袁麗兒、李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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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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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彼此問安 / 一同執拾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敬拜/主席

謝駿麒宣教師

講員

路得牧師

講題

調校你所看(路 1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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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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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姚麗娟姊妹（許俊煒弟兄母親）安息禮謹定於 6/3（日）上午 10 時正於沙田善寧
之家舉行，隨後於大圍富山火葬場舉行火葬禮。請弟兄姊妹以祈禱記念。
4.

沙田堂最新通告（2022 年 2 月 24 日）
「三月暫停所有實體聚會，包括崇拜」
各位弟兄姊妹：
為應對本港非常嚴峻的疫情，日前（22/2）香港特區政府公布進一步收緊社交
距離措施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其中要求宗教場所繼續關閉，故同工會經過商討
後，也得到各執事的同意，決定 2022 年 3 月份整個月暫停所有實體聚會，包括崇
拜，改為線上崇拜及線上聚會。
線上崇拜於週六午堂崇拜時間：下午 4:30 在教會 facebook 播放，並將這錄
影留至週二上午 10:00 後才刪除，也會將這錄影透過區牧轉發各小組，敬請各位弟
兄姊妹屆時參與線上崇拜，一起敬拜上主。
＊3 月份不外借博康幼稚園及沙田培英中學地方作為聚會或小組之用
＊這期間，請暫停實體聚會，並請善用網絡平台，繼續彼此連結和守望。
同工會必定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和定期作出檢討崇拜聚會的情況，務求作出適
切的回應和安排。
在香港疫情嚴峻期間，請大家要注意身體健康，出入要小心，並要互相關心和
守望相助。願上主與你們同在，滿載主恩！
堂主任
佘健誠牧師
24/2/2022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敬拜/主席

鄧穎頤宣教師

講員

佘健誠牧師

講題

不可妄稱上主的名（出 20:7）

敬拜詩歌
全地齊讚頌
曲：Bob Fitts 中文譯：凌東成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讚美天父我多愛祢 高舉主的聖名於這世上
願祢百姓說出天父祢作為 常用讚美建築上帝的國
全地齊讚頌祢大能 過去現在未來 真光照耀
全地齊讚頌祢大能 照遍永恆萬世

避難所
曲、詞: 朱肇階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藏我在祢的翅膀下 就在那裡 祢用慈聲對我說話
白日太陽必不傷我 夜裏月亮也不害我
此刻 只有耶穌 作我的保障
*再一次 呈獻我心於主祢面前 唯獨祢 能軟化此心使我歡愉
在世間 再沒有別人可以奪去我的思緒 我的一切全屬主祢
我的一切也都歸祢*
副歌：耶穌 耶穌 作我 避難所
祢吩咐祢的使者保護我 用祢的雙手托著我 耶穌 祢必親眼觀看
親耳應允 我每個祈求 每個禱告 耶穌 我只要祢 耶穌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曲、詞：馬啟邦 編曲：潘盈慧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天父祢名是多麼美 榮耀遍全地 在禱告良辰 靜觀祢的美
恬靜 我沉默主座前 毋用多片言 在禱告前 祢已清楚我需要*
**求賜我信心的眼睛 風暴裡仍舊恬靜 全獻我順服的心靈 由祢全權來帶領**
副歌 1：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 求祢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今日 我求問主的國 求問主的義 王的旨意 如陽光遍地彰顯*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國度權柄榮耀 全屬祢直到永遠**
副歌 2：願人都尊你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也願你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 求祢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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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講員：路得牧師
講題：調校你所看
經文：路加福音 19:1-10
1.
2.
3.
4.
5.

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
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稅吏長，是個財主。
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見，
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必從那裡經過。
耶穌到了那裡，抬頭一看，對他說：「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裡。」
6. 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
7. 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
「他竟到罪人家裡去住宿。」
8.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
他四倍。」
9.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大綱：
1. 由看為罪人到看為失喪的人

2. 尋求看見耶穌

----------------我的回應----------------日期：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講題： 調校你所看
講員：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路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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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復興教會，開啟我們屬靈的眼目，提升我們屬靈的能力，洞察在這末後的日子
裡，當作什麼來回應上帝的心意和呼召！求主賜我們信心和勇氣去完成！
2. 求主賜智慧予教會領袖在疫情中如何按著主的旨意回應社會的需要，作適時適切的
幫助。
3.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激勵我們與家人一起為疫情，為逆境，為香港禱告，願主施恩
憐憫，經歷主奇妙的作為！
4. 請為教會購堂的進展禱告，因在法律上需要時間作出探討和研究，求主賜智慧和帶
領。
同工：
1. 請禱告記念呂彩嫺宣教師的母親盧顏姊妹，於 2 月 27 日〔日〕早上 11 時 15 分於
富山火化場舉行安息暨火化禮儀，一切順利，主恩夠用；又求主保守我們一家適應
沒有媽媽的日子。
2. 請為謝駿麒宣教師的牧區代禱，求主帶領牧區中有不同的肢體家突然被圍封強檢，
或收強檢的信息，或朋友或親人感染成為緊密接觸擔心自己受感染。過程中除了對
感染病毒的擔心，更擔憂政策安排更多影響生活，好需要智慧應變和保守身心靈平
安。
3. 請為鄧穎頤宣教師代禱祈禱，她心靈能安穩於主，以平穩的步伐作主的工。祈願她
能和肢體更好的結連，而肢體又更好的與上主結連。
肢體：
會友姚麗娟姊妹(許俊煒弟兄媽媽)的喪禮於 6/3 舉行，求主安慰家人和眾親友，讓
他們有屬天的盼望，在地也好好地生活。
香港：
1. 求主阻止疫情繼續爆發，求主醫治確診者，早日康復。
2. 為前線醫護人員和前線人士禱告，求主保守他們免受感染，又求主賜能力，使他們
能夠應付日常繁重的工作壓力。
世界 - 請為烏克蘭代禱：求主止息戰爭
一位曾在烏克蘭宣教同工發來代禱(摘錄)
1. 現任總統澤倫斯基不是在政治上有經驗的人，他是猶太人，願他能在危機及無助中，
曉得帶領國家倚靠仰望那位昔日拯救百姓過紅海、帶領摩西、約書亞、大衞等勝過
無數戰爭、又以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的上帝，並有智慧如何面對攻擊。求主給領袖、
軍方有智慧、謀略、能力，可以抵抗襲擊。
2. 求盟國能給予支援與幫助，願他們能作出適切合宜及有效的實質幫助。
3. 據報俄軍已從東、南、北面進入烏國，求主阻止俄軍的推進，粉碎野心者的惡謀。
求主阻止俄軍的推進，粉碎野心者的惡謀。
4. 求主醫治軍兵和百姓，安慰傷亡者的家人。
5. 百姓
i) 烏國政府給予百姓發放武器槍械，求主保守無辜的平民百姓的平安。現也有香港
的記者在彼邦，請記念各國忠心報導的記者的安全。
ii) 國際估計戰爭將帶來 500 萬難民，求主保守，無論離開或留下，得蒙保護，及
仍能得到生活的基本供應。主賜下平安。
6. 信徒與宣教士：
i)網上看到有人在街上跪下禱告，願教會 (當地也有華人信徒與教會) 同心仰望呼
求主，願主憐憫，垂聽無助人民的禱告。也願教會能與艱難中的百姓作支援。
ii) 禱告記念不同差會的宣教同工，有智慧在適當時候作出任何決定，也蒙主保護。

沙田堂第二季裝備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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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駿麒宣教師
日期：11/3-13/5/2022（星期五，共九堂）

網上報名：

時間：晚上 8:30-10:00（每堂 1.5 小時）
形式：Zoom 視像教授
費用：免費
要求：已信主和完成初信栽培
截止日期：5/3/2022

網址：https://bit.ly/3IKw0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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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認識上主

2

18/3

持守真道

3

25/3

禱告敬拜

4

1/4

召命人生

５

8/4

支持同行

６

22/4

作主門徒

７

29/4

鄰舍社會

８

6/5

工作家庭

９

13/5

恩賜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