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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興奮」?                               鄭嘉慧宣教師                                                          
繼去年港鐵屯馬線開通首日，一名年青的鐵路迷羅生在接受記者訪問時突然唱出一句以英格蘭民

謠「綠柚子」旋律改編的「屯馬開通真的很興奮」來形容他當刻真的很興奮的心情；其後，這位年青小
伙子的二次創作還出現了完整版、一小時洗腦版、Remix 版等等……這不單止帶來了幾萬人的點擊率，
這首洗腦歌更唱得街知巷聞。 

最近又有一新的港鐵線開通了。路線開通當日一班忠實的鐵路迷為了搶搭頭班車，不惜一切在凌
晨時份就守候住，而期間這批鐵路迷再次以歌慶賀、更有人在衝入車箱時跑到鞋都甩了，其瘋狂程度
使隔住電視螢幕的筆者都感受到那份喜悅和興奮。筆者雖不是鐵路迷，確實也沒有像他們感到那麼的
興奮，但筆者可以理解到當一些期待已久的事終於要實現時，那由心而發的喜悅和莫名興奮是巨大的。
例如：一直期盼著至愛至親的家人能悔改歸主並終於等到決志了、終於完成一個階段的學習終於要畢
業的那一刻、媽媽懷胎十月終於順利產下孩子、待業已久而終於等到一家合自己心意的公司聘請自己、
大部份人都期待著疫情過後不用隔離的情況下去日本、歐洲、韓國、台灣旅遊……這些期待已久而終
於實現的心情確實是令人「真的很興奮」!  

當筆者想起那班忠實的鐵路迷在港鐵一開閘那刻就用盡全力衝入去的渴慕之情，同樣也期盼著沙
田堂的弟兄姊妹能夠帶著這份「真的很興奮」的狂熱之情每週「搶閘」進到教會去敬拜神、親近神。筆
者想起了一首詩歌「年輕人」(美樂頌 213 首)： 

 

 

 

 

 

 

 

這首詩歌道出了天國的價值觀，提醒我們甚麼事才能真正滿足人、真正值得我們不惜一切拼命去
追尋、我們應當為誰所用、應當為何事而興奮。神一直所著緊的是人願意由死亡走向生命、由悖逆走向
回轉、人心能更貼近天父的心意。因著主耶穌為世人的罪受死而復活、並賜人永生的盼望，給人有生命
的意義，這才是更讓人興奮的事。 

我們可能會想，這幾年在香港所發生的事，在信徒眼中還有甚麼可以讓人喜悅和興奮起來呢? 先知
哈巴谷曾目睹自己所重視的事情化為泡影，但縱使經歷過失望、失敗，他仍然說：「雖然無花果樹不發
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羊; 然而，我要因耶和
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哈巴谷書三 17-18 )。哈巴谷能分辨出那一些事情是最珍貴而永恒的。縱
使他心中所願、所期待的都未能達成，但他仍因神而喜樂、仍然選擇去讚美神。而先知耶利米目睹自己
的國家自取滅亡時，他說：「耶和華 ─ 萬軍之神啊，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你的言語是我心
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書十五 16)。 

我們今天要反思：我們對神的那份熱情、讚美和慶賀是因著我們得著了我們想要的祝福，還是單單
因為我們真的信靠祂、愛祂和敬畏祂？當我們期待已久且又萬分渴望的事尚未發生時，願神賜我們一
股從聖靈而來的力量去面對我們的環境和人生，讓我們以天父的話語、以祂的救恩為我們的喜樂和興
奮！ 

1. 年輕人，年輕人，你追求生命是否有所得？ 
 你所尋獲的快樂，是否能滿足你心， 
 你心是否像從前般空虛失落？ 

2. 年輕人，年輕人，你每時每刻是否為主用？ 
 你所用分秒光陰，有一日都要陳明， 
 若你現時為主而活，祂必賞賜。 

副歌： 有一事令你興奮，是歸向耶穌基督， 
 祂為你為我的罪死在十架， 
 今日將生命給主，你一生祂必牽領， 
 使你生命活得豐盛，更有意義。 

職場事工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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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穎頤宣教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 
      沙綠區) 

行政助理： 李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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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麗兒、李宗翰 



 

                           

          崇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梁亦珩 / 蘇家淳 / 鄭詠怡 

 

讀  經                              詩 121 

 

宣  道                            全保?!神保!! 

         

講 員                      王桂芳牧師 

 

回  應                          我要向高山舉目 

 

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彼此問安 / 一同執拾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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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同工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21/5 
午堂 

梁亦珩 

王桂芳 
牧師 

全保?? 
神保!! 

(詩 121) 

鄭詠怡 沙奮區 

黎碧筠 

黃浣蘭 胡喬茵 

22/5 
早堂 

蘇家淳 鄧穎頤 

袁海梅 黃靜仁 
黃麗𣶼 

吳泳霞 

蘇禧約 何梓峯 劉詠儀 

午堂 鄭詠怡 鄭嘉慧 

黃文俊 陳詠儀 
陳銘諾 

梁建國 

陳慧絲 甄國文 待定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 

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沙田培英中學一樓禮堂（新界沙田禾輋邨豐順街九號） 

講員：佘健誠牧師 

誠邀各位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同頌主恩！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同工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28/5 
午堂 

陳上言 

陳弟兄 
只見耶穌 
(可 9:2-8) 

謝駿麒 沙 TY 區 
尹穎欣 

朱銘珊 黃國誠 

29/5 
早堂 

鄭詠怡 呂彩嫺 

陳振庭 林麗華 
梁增鉅 

羅偉真 

陳偉業 林麗華 黃麗𣶼 

午堂 胡頴怡 謝駿麒 沙宣區 
伍恩君 

何健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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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恢復實體崇拜至今，部份弟兄姊妹因未能符合「疫苗通行證」（未
打疫苗）的要求仍未能參與本堂實體崇拜，本堂深表關切和已有同工
作個別關懷，若有弟兄姊妹知道某些肢體因「疫苗通行證」不能前來
崇拜，請通知區牧或其他教牧同工，讓教會能作出適當的關懷和安
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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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沙田堂購堂進度最新消息 

上星期四（19/5）本堂成功以港幣 10,700,000.00 元（即每呎港幣 9,763 元）

購入石門京瑞廣場二期 27H 的單位（連租約，租約至 2023 年 4 月 13 日為止），

該單位建築面積 1,096 呎，原先業主標價是港幣 12,056,000.00 元（即每呎港幣

11,200 元）。故以這個價錢購入這個單位，實在要感謝上主，教會已與業主簽了

臨時買賣合約，並將於 2022 年 6 月 8 日在律師樓簽署文件和交付大訂（細訂和

大訂是樓價的 10%），在最後雙方律師樓處理完所有文件及手續後，計劃於 2022

年 7 月 20 日交付樓價 90%的尾數。請各位弟兄姊妹一同為上主的引領和供應獻

上感恩，同時也為餘下的工作禱告，包括：與業主簽署正式合約，律師處理有關

買賣文件和合約，跟租客安排租約和約滿後交數事宜和之後的裝修和搬遷等事情。 

堂主任在購堂過程中的分享和體會 

多年來，每當有領袖提出購堂的事宜，總面對不少的挑戰和困難，最後都認

為時機未到而暫時擱置，但近年因疫情、社會轉變和種種處境和原因下，有領袖

再次提出購堂的建議，並得到許多領袖的贊同，經過多次跟弟兄姊妹的諮詢和商

討，最終在會友大會通過以港幣 12,000,000.00 元購置堂址，用作教會聚會（因

面積限制不能滿足現時崇拜的需要）、同工辦公和外展服侍的地方。教會在香港

艱難時刻作出這個決定，期望跟隨和配合上主的帶領和工作。 

堂委會組成了一個小組，代表堂委會執行會友大會購堂的決定，起初小組成

員沒有想過要購買京瑞廣場，因我們認為按教會現時的財力和購堂預算的金額，

是無法承擔京瑞廣場建築面積 1000 呎的單位，但後來經過多次的行區禱告和商

討後，同工和領袖們都認定京瑞廣場是最合適本堂作堂址之用，寧願因財力不夠

買一個面積較少的地方，卻可以更方便作街坊的接觸和社區的服侍。開始睇樓時，

我們睇中一個建築面積 800 多呎的單位，不論價錢，呎數和裝修，都合乎本堂的

要求，但因小組要清楚了解大廈及單位在城市規劃和公契等的法規要求，諮詢許

多專業的意見（包括聘用了一位律師提供有關法律建議）而花了一些時間，後來

業主改變主意，要將全層單位一併出售以致我們不能購買這個單位。及後，小組

成員繼續物色不同單位，無奈當時放盤的單位多數是建築面積約 730 呎的單位，

小組成員認為 730 呎單位面積太小，不能達到本堂購堂的要求（聚會、辦公和外

展）。因著擔心財力不足，我們也從沒有想過可以在京瑞廣場購置一個建築面積

達 1000 呎的單位。，而當這個京瑞廣場二期 27H 的單位出現，小組成員及部份

堂會成員也兩次睇樓及認為此單位適合作本堂堂址之用，但因標價或呎價已超出

我們財政預算（小組認為樓價最高不能超過 10,800,000-元，因仍需預留部份預算



 

  

 

 
  

作律師費、厘印費和裝修費等用途），而且對頂樓單位亦存有一些顧慮。後來得

到專家的意見，問題得到一些解決方案，但價格部份仍是過高，令我們卻步。後

來小組經過多番討論，最終憑信心踏出第一步，決定作按我們能承擔的價錢作出

大膽還價，若在討價還價之中未能符合我們的預算，就放棄這個單位繼續安心等

待。，最後，小組定出第一個還價的數目，就是港幣 10,400,000.00 元，但上限

是港幣 10,800,000.00 元，若超出這個上限，就有機會放棄這個單位，5 月 18 日，

我們簽了臨時買賣合約和訂金支票，由地產經紀與業主代表展開有關相議，業主

代表認為我們的還價偏低，但明白我們的誠意，再度提出最低可接受價錢為港幣

10,960,000.00 元（即每呎港幣 10,000 元）。事實上，這已是低於大廈最近的成

交價，而且業主的這個還價足足比開價少了 100 多萬元，實屬我們預料之外，既

感到驚訝，亦感謝上主的恩典和工作。但無奈這個數目仍然超出我們小組先事所

定的價格上限，於是，我即時向地產經紀回應我們的財力不能承擔這個金額，若

業主堅持這個價錢，我們將需要較長時間再作商討，同時，我亦以港幣

10,700,000.00 元作最後還價，請求地產經紀盡力遊說業主。當晚還價後，業主代

表即時表示我們的還價仍是偏低，因業主在京瑞廣場仍有其他單位放售，若這個

單位成交價過低，會影響其他單位的成交價，但當時業主沒有即時拒絕，表示需

要一晚時間考慮。感恩和驚喜在 5 月 19 日收到業主的回覆，最後同意以港幣

10,700,000.00 元成交。 

    整個討價還價的過程，實在刺激萬分，當然在事前和過程中我呼籲小組成員、

同工、執事和堂委，切切為這事禱告，真是看見上主的同在、帶領、保守、工作和

供應，將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亦感恩上主一步一步加增同工和領袖們的信心，

更重要是我們在整個購堂的過程中，不斷尋求和留意上主的心意和指示，按上主

的心意而憑信心踏上，就看見神蹟和上主的工作。由我們眾弟兄姊妹一起決定購

置堂址，到同心的奉獻擺上，到整個購置的歷程，上主都在更新和建立沙田堂眾

人更深的認識和跟隨他，願上主繼續更新和激勵我們，並使用這個單位，成為沙

田堂和整個社區的祝福，願將榮耀、頌讚，歸於在天上的父神！阿們！ 



 

幼稚園借用場地最新安排 

由下週起，幼稚園將恢復借用場地安排。 

組長可於下列時段借用課室開組： 

1. 平日晚上 

2. 星期六下午及晚上 

3. 星期日下午 

報名方法如下： 

1. 借用「平日晚上」時段：可致電辦公室或告訴區牧。 

2. 借用「星期六、日」時段：需使用 Google Form 報名。 

組長注意事項： 

1. 確保出席者均需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 

2. 確保接種疫苗安排妥當（見附表一）。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詩篇 23篇 

曲：王暹康 專輯：搖滾主耶穌 版權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朱頭皮音樂所有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 引領我走義路 

副歌：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祢與我同在 祢的杖祢的竿 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的面前 祢為我擺設宴席 

祢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 (使我的使我的) 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 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一生的恩惠 
曲、詞：李漫渟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讓我俯伏在祢面前 深知祢會領我走過 (X2) 

(縱使試煉逃不過 低谷高山中要攀過 

祢的杖祢的竿 都安慰覆庇我 讓我知道不是我一個) 

副歌：我抬頭 是祢親手領我到青草地去 繫我在豐盛恩惠 使我靈魂甦醒 

祢應允 陰間必不可把我遮蓋 因祢用油膏我頭 覆庇我 

**一生祢的恩惠隨著我 仍然愛我到年老時陪著我 祢的信實祢的自由 縈繞我 

十架的福樂永扶持我 眼淚訴說祢的恩典不間斷 主啊我多麼感激祢** 

祢同在如天堂降臨 
詞、曲：Israel Houghton & Micah Massey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這世上有誰能夠像祢 祢的愛與榮美無止盡 

世上無一事物能相比 唯有耶穌祢能滿足我心 

2.主祢是我生命的至寶 我軟弱時祢充滿憐憫 

從一切錯誤當中拯救我 賜給我未來的新生命 

3.我願用一生年日等待 直到那日與祢面對面 

世上無一事物能相比 唯有耶穌祢能滿足我心 

副歌：祢同在如天堂降臨 x4 

**喔耶穌 喔耶穌 祢同在如天堂降臨** 

Shekinah 榮耀 
中譯詞：IHOP中文事工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我等候祢 我等候祢 我等候祢 走進這裡 

(在這裡等候祢的同在 在這裡等候祢的同在 

Shekinah 榮耀降下 Shekinah 榮耀降下)(X2) 

副歌：全然釋放 祢寶貴聖靈 Shekinah 降下來 Shekinah 降下來 

**1.You move 我們要更多 You speak 我們要更多 

You move 我們要更多 完全得著祢** 

**2.渴慕祢 (X6) 渴慕祢聖靈** 

我要向高山舉目 
版權不詳 

1.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2.祂必不使你的腳搖動 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 也不睡覺 

3.保護你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 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 免受一切的傷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 從今時直到永遠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我要向高山舉目 
版權不詳 

1.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2.祂必不使你的腳搖動 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 也不睡覺 

3.保護你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 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 免受一切的傷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 從今時直到永遠 

我只想去讚美祢 
曲：Arthur Tannous 中文譯：潘陶 版權屬潘陶所有 

我只想去讚美祢 舉起雙手說我愛祢 

祢是我的一切 要尊崇祢聖名在至高處 

我只想去讚美祢 舉起雙手說我愛祢 祢是我的一切  

要尊崇祢的聖名 要尊崇祢的聖名 要尊崇祢聖名在至高處 

單單愛祢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我愛祢我的主 我愛祢我的主 

獻上一切 願祢喜悅 我愛祢我的主 

2.我愛祢我的主 我愛祢我的主 

聽祢聲音 行出真理 我愛祢我的主 

3.我愛祢我的主 我愛祢我的主 

我靈歌唱 尊祢為大 我愛祢我的主 

副歌：單單愛祢 單單愛祢 祢是唯一 

單單愛祢 單單愛祢 全心全意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理據有幾千個(頌讚主) 

曲、詞：Matt Redman  Jonas Myrin 中文譯：Raymond Tam 版權屬 Sixstepsrecord/Sparrow Records所有 

副歌：頌讚主 心讚頌 我的心讚頌 是祢聖善名字 

盡意傾心唱頌 我心靈 要向主衷心敬拜 

1.晨光初昇 日頭漸上發亮 我再向祢獻出歌聲 

忘記了往事 在前面有多少障礙 我要唱讚美到晚間不歇 

2.神滿有愛 不容易會發怒 憐憫眷顧 神名字浩大 

祢豐足恩典讓我唱歌不歇 我要讚美理據有幾千個 

3.如我到了 尚存力氣耗盡 時間已近 到了那一天 

仍讚美唱頌 我歌聲不終止 永遠讚美祢萬世不終結 

在祢手中 
曲：曾祥怡、詞：游智婷 版權讚美之泉所有 

耶和華我的神 祢是我的神 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 

祢是我的產業 我杯中的分 我所得的祢為我持守 (X2) 

副歌：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 因祢在我右邊 我便不致動搖 

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 因祢在我右邊 我便不致動搖 

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祢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投靠 
曲、詞：方文聰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投靠 祢翅膀蔭下 在祢光中 不必驚怕 

唯獨敬畏祢的 方可得依靠 別再自義 來轉向祢 

副歌：洪水即將氾濫之時 是我主 坐著為王 願天歡喜 願地上快樂 

如鷹展翅上騰 等候我主的 必不羞愧 是祢甘霖雨露 滋潤一切 

我要向高山舉目 
版權不詳 

1.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2.祂必不使你的腳搖動 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 也不睡覺 

3.保護你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 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 免受一切的傷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 從今時直到永遠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講員：王桂芳牧師 
講題：全保?!神保!! 
經文：詩篇 121 
1.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2.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3. 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4.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5.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6.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7.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8.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引言： 
（一）上帝是幫助我的 v1-2 

（二）上帝是保護你的 v3-8 
1. 保護你的腳不搖動 v3-4 

2. 保護你的右手旁 v5-6 

3. 保護你的性命 v7-8 

問題討論： 
1. 你過去和現在如何經歷上帝的幫助呢？ 

2. 幫助你是的造天地的主，如何影響你的生命和生活呢？ 

3. 你如何活出「打不死」、「不倒翁」的基督徒生命呢？ 

4. 你如何貼近主，被主常為你抵擋仇敵呢？ 

5. 你如何常以眼目聚焦於上帝，滿有信心地靠著主面對任何景遇，人或事呢？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講題： 全保?!神保!! 講員： 王桂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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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賜我們智慧，操練智慧，有智慧的視野，有忍耐和謙卑的心去

面對各方面的挑戰和轉變，堅定行在主的旨意中，在末後的世代中作成主的工，見
證主的大能和奇妙的作為！ 

2. 求主幫助我們對神的那份熱情、讚美和慶賀是是單單因為我們真的信靠祂、愛祂和
敬畏祂，並求神賜我們一股從聖靈而來的力量去面對各種的環境和人生，讓我們以
天父的話語、以祂的救恩為我們的喜樂和興奮！ 

3. 求主幫助我們眼目常聚焦於創天造地的上帝，滿有信心地靠著祂面對任何景遇，人
或事，知道這些只是受造之物，不足以懼怕，經歷主的保護。並求主賜恩加力給我
們活出「打不死」、「不倒翁」，貼近主，被主常為我抵擋仇敵的生命！ 

4. 感謝主沙苗區能恢復實體聚，求主祝福小朋友能享受與小朋友接觸的機會及能聚在
一起敬拜上帝。亦求主預備更多愛孩子的導師投身沙苗的事奉 

5. 請禱告記念有些沒有打針長者，暫不能返教會崇拜，求主賜他们仍然有信心、愛心
和盼望。 

6. 請為沙少區代禱，願主保守組員們在恢復實體聚會之後能積極參與教會的實體崇拜
及小組聚會，願聖靈激勵及恢復各人對上帝起初的熱情，恢復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力度。 

7. 感謝主奇妙的帶領和預備，沙田堂進到歷史的時刻，終於 19/5 購堂了（簽了臨時
合約），求主帶領往後的安排和籌備，包括：與業主簽署正式合約，律師處理有關
買賣文件和合約，跟租客安排租約和約滿後交數事宜，之後的裝修和搬遷等事情。 

執事： 
 請為羅偉真執事、司徒麗燕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莫苑萍執事和林偉漢

執事禱告，求主賜他們健康的身體，並與主有親密的關係，在工作或退休生活、事
奉及家庭生活能夠平衡，作息合宜，有屬靈的恩賜和智慧來事奉。每天經歷主的同
行和帶領，更深體驗主的心意，活出主賜他們的召命。 

泰南宣教士：請為李偉良韓昱一家代禱： 
1. 求天父預備合適的住宿環境給李珵，求主保守珵、蘅的身心靈健康。 
2. 求主保守建築安全，賜監察團隊智慧，督促承建商保證施工質素。 
3. 學校課程即將準備就緒，且要進入遞交教育局審批階段。求主保守順利通過。 
4. 求主憐憫石爸爸的身體。賜他信心依靠主恩。 
肢體： 
 請為患病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醫治他們，除去一切痛楚，除去病患對身心靈的煎

熬，賜他們信心，靠著主的能力面對憂患，並向主傾訴，得到主的安慰和醫治，求
聖靈充滿他們，滿有主的喜樂和平安，常常頌讚主！ 

香港： 
 求主幫助政府發放「失業救濟金」時，能了解和切合失業者的處境和需要，並能彈

性和迅速，有效率地處理每個申請，幫助失業者解決燃眉之急！ 
世界： 
 俄烏戰爭，加劇世界糧食不足的危機，因俄烏兩國的小麥出口量，佔全球三成。上

主是奇妙的主。近年全球暖化的議題，焦點都放在為人類帶來的禍害，加拿大北面
大量凍土卻因地球暖化而變得可以開發。祈願俄烏能早日結束戰事，也祈願加拿大
因氣候變暖的得益，能肩負起重任，協助解決世界糧食不足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