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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表裡一致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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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健誠牧師

最近在網上 YouTube 頻道的「堅離地球沈旭輝」
，其中一集是他訪問前勞
工及福利局前政治助理莫宜端女士，題目：怎樣和子女解釋移民決定。莫女
士本身是一位基督徒，除曾經擔任公職外，也是一名言語治療師，在整個訪
問過程中，他們談及全家移民的原因，都是「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尤其
是近年香港推行國安教育令她非常憂心，她以耶穌「撒種的比喻」來指出不
同的土壤（教育）會培育出不同的下一代年青人，縱使她不擔心自己的子女
在洗腦教育下，失去判斷能力，但她更擔心子女為了適應這個社會，爭取更
多生存空間，便做了一個「表裡不一」的人，故此，她為了下一代，不惜放低
自己的家人、親友、同事、弟兄姊妹和他們所熟識、所愛的成長地方，舉家移
民英國，重新在一個陌生而自由的地方，重建家園。
的確，
「表裡一致」的行為和生活，對莫女士和許多基督徒來說，是何等
重要的事情，這也是聖經的教導和上主對歷代信徒的提醒。正如使徒保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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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四
1）這節經文現代中文譯本譯作「所以，我勸你們——我是因事奉主而成為囚
徒的——你們行事為人都應該符合上帝呼召你們時所立的標準。」
（弗四 1，
現代中文譯本）大家都知道以弗所書可能是一封公函，是在亞西亞省各城教
會中傳閱，而這封書信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從書信中，看不見使徒保羅寫
信的動機和目的，它也不像保羅的其他書信，是針對當時教會的利弊，加以
鼓勵、提醒，甚至指責。但這封書信的內容與歌羅西書很相似，加上有不少聖
經學者認為這兩封書信是同期作品，故此，有聖經學者推測，使徒保羅寫完
歌羅西書來駁斥當時的異端後，可能他深覺要將神以基督為教會元首的真理
詳細說明，故寫了以弗所書，全書強調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信徒在基督裡是
同歸於一，從這封書信中，可以看見甚麼是教會？基督與教會與信徒之間的
關係，全書共有六章，頭三章是理論篇，是論及信徒在基督裡得著新生命，成
為新的群體：教會；後三章是實踐篇，是論及這新群體的行事為人的準則，所
以，這節經文是實踐篇首節經文，顯得十分重要的。
（下頁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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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徒保羅在理論篇講完信徒在基督裡得著新生命後，他勸勉當時的信
徒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信徒的行為和生活，必須符合聖經的教導和要求，
要做一個表裡一致的基督徒，其實由古至今，上主對昔日以色列民和現在新
約的信仰的要求，都沒有改變，上主所要的，不是子民或信徒的宗教行為或
活動，而是在生活上活出信仰或聖經所教導的。正如聖經所說：
「我朝見耶和
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當獻上什麼呢？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嗎？耶和
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
嗎？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嗎？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
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彌六 6-8）但很可惜，昔日以色列民只有宗教行為或活動，卻在生活和行為
上，常常違背聖經的教導，做出上主不喜悅的事情，得罪上主，屢遭上主的責
備，故今日的信徒應引以為鑑，提醒自己，信仰和生活行為必須一致，必須符
合聖經的標準和教訓，否則，不論你在宗教行為上表現得何等敬虔或熱忱，
都不能得到上主的喜悅。
面對今時今日這個彎曲悖謬的世代，要做個表裡一致的基督徒並不容易，
需要付上很大的代價，除了基督徒的信仰價值與世間的價值觀不一樣，而導
致許多的爭拗、對立和衝突，甚至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外，更重要是近年
香港不論在政治、經濟和民生上有很多轉變，以前有許多的言論可以暢所欲
言，今日可能怕觸及紅線或怕違法而慎言，寧願明哲保身和少講為妙，目的
是為了給自己有更多的生存空間。
但聖經的教導不是這樣，活出真理，必須要付上代價，何況昔日主耶穌
已經提醒我們。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路九 23）不要怕衝突，爭拗、對立和付代價而很退，更不要為了給自己更
多生存空間而做出違背良心和助紂為虐的事情，要靠著主堅守聖經的教訓，
活出信仰。正如捷克前總統、劇作家哈維爾於 1978 年發表《無權勢者的力量》
（無權力的權力）指出後極權主義權力及意識形態無所不在，他勸勉眾人要
「磊落真誠地生活」
，活在真實中拒絕參與虛假的儀式，避免淪為權勢的幫兇，
保存自我，按照良心行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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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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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南宣教士網上祈禱會(zoom)
日期：6 月 19 日（週日）
時間：下午 4:30-5:30
內容：與宣教士(石昱，哈小)一起祈禱，為他們禱告守望！
誠邀弟兄姊妹參加！
＊參加者請聯絡王桂芳牧師或區牧取網上連結
週六午堂，週日早堂 no.5 直播室開放
本星期開始（11/6）：
週六午堂崇拜（下午 4:30）和週日早堂崇拜（早上 9:00）除了在博康幼
稚園禮堂舉行實體崇拜和在 6 號課室睇轉播外，教會同時借用心築協會博康商
場地庫 No.5（第五號）商鋪作直播聚會，屆時有同工當值。
若有弟兄姊妹有需要或想在 No.5 參與直播崇拜，請於每週星期五中午
12:00 或之前，向辦公室或教牧同工報名，以便本堂的安排。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18/6
午堂

19/6
早堂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同工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譚兆恒

梁亦璇

謝駿麒

沙奮區
沈沛 待定

謝駿麒

鄧穎頤
宣教師

不可偷盜
(出 20:15)

鄭詠怡

羅淑卿 陳瑪莉
梁瑞芬

林德瑩

陳偉業

黃麗𣶼 梁秀英
伍恩君

午堂

陳家能

鄭嘉慧

沙龍區
江樹棠 林少燕

家中洗禮
唐惠容姊妹堅心信靠主，並期望接受洗禮，見證主，一生跟隨主，
她因病患的緣故，所以於 12/6（日）下午在家中接受洗禮，求主賜
福她，有健壯的身心靈，更深信靠主，經歷主恩，榮耀主！

得

救

見

證
唐惠容

我以前有聽過耶穌，但沒有確切認識祂及相信祂，雖然親人中有基督
徒，但我並未跟隨他們一起相信主。
早陣子確診新冠肺炎，孤獨一人在醫院渡過漫長又難熬的個多星期，
身體精神皆受折磨，在危難的時候，兒甥們透過電話向我傳福音，講解耶
穌的事蹟，並為我禱告，我心中頓感平安，他們問我願意接納耶穌基督為
我的救主與否，我也沒有考慮太多，心裡面十分願意，所以就決志信主
了，有時在病床上感到孤單時，就唸兒甥給我的禱告文，心中就會得著平
安。主十分顧念我，我覺得自己在一個十分合適的時間得到了最合適的
治療，使我能夠平安過渡並康復出院。
最近身體出現一些狀況變得虛弱，但我感受到主派了很多天使環繞
我，愛我，幫助我，為我禱告，叫我並不孤軍作戰。
信主後的我滿有平安喜樂、愛和恩典。我亦衷心感激教會教友對我
的關心，並願意接納我，讓我可以受洗加入教會，令我感到十分蒙福。

沙田堂第三季裝備站課程
TH101 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
日期：10、17/7/2022(逢星期日)
時間：下午 12:45-2:45
地點：沙田培英中學二樓 206 室
對象：凡擬申請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費用：免費
截止日期：3/7/2022（主日）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１

10/7

佘健誠

認識教會

２

17/7
待定
待定
待定
25/12

佘健誠

網上報名 :

https://bit.ly/3sVbpph

認識聖禮

備註
交得救見證
洗禮申請表
會友誓章
約見同工
約見執事

洗禮綵排
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資格或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及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和完成信徒生活課程，申請轉會禮者除外。
4. 必須經組長確認資格及推薦，若沒有小組者，亦需得牧者確認資格及推薦。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堂授課時間：2 小時）
2. 這兩堂必須完全出席（包括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3. 要完成指定的功課，如得救見證等

嬰孩洗禮
若有肢體想在 2022 年 12 月 25 日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中，讓自己的兒女接受嬰孩洗禮，
請從速報名嬰孩洗禮班。
網上報名 :
導師：佘健誠牧師
日期：31/7/2022(日)
時間：下午 12:45-2:15
地點：沙田培英中學二樓 206 室
費用：免費
https://bit.ly/38kaxU0
資格：其兒童的父母必須是已受洗的信徒，並一起出席嬰孩洗禮班和該日的洗禮聚會。
截止日期：24/7/2022(日) 請從速報讀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Song For His Presence
Word and Music byAodhan King, Ben Tan, Melodie Wanger& Karina Savage Published by Hillsongs United

1.I’ve heard of wonders Ancient mysteries
The things of heaven My eyes have never seen
I wanna know it Would You make it real for me
2. I’ve read the stories With faith and I believe
You’re still restoring Redeeming everything
Here in this moment May Your will be done in me
(I will run Like a child to their mother
To the safety of the Father To the place where I belong
Lord Your love Could I ever understand i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r presence
That leaves me wanting more
3.So I’ll bring my burdens and insecurities
Run to the throne room and fall down at Your feet
I won’t waste a moment For You have come to set me free
Chorus:Let the rain fall down from heaven
Let it wash away the pain
As we worship and surrender In the triumph of His Name
Feel the weight fall off our shoulders
As our hearts respond in praise
To the God who reigns forever And ever amen*
**Holy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our God Almighty
One who was and is and is to come**

1.我曾聽說很多神奇 古老神秘的事
天堂的事 我的雙眼從未看見
我想知道更多 祢能讓我理解嗎
2.我讀過很多故事 帶著信心 我相信
祢仍在恢復 挽回所有
在這一刻 願祢的旨意成就在我裡面
(我會跑 像一個孩子跑向自己的母親
像跑向父親那樣安全 跑向我所屬的地方
主 祢的愛 我能夠完全明白嗎
祢的同在是如此特別
我想要更多
3.所以我帶著我的重擔和不安
跑向祢的寶座 倒在祢的腳下
我不會浪費片刻 因為祢的是來讓我得自由的
副歌：讓雨從天堂降下
讓它洗去痛苦
當我們敬拜和降服 於衪得勝的名字
感受我們肩上的重擔掉下來
當我們的心以讚美回應神
永遠掌權的主 到永遠 阿們*
**聖潔 聖潔 聖潔 聖潔 是我們的主 全能的神
昔在今在 再來的那一位**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曲、詞：葛兆昕 版權屬讚美之泉及有情天音樂世界所有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祢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唯有祢是全能真神
坐在寶座上尊貴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祢
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祢直到永遠
副歌：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唯有祢配得敬拜和尊崇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我們高舉祢聖名直到永遠

愛我願意
詞、曲：洪啟元、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十字架上的光芒 溫柔又慈祥 帶著主愛的力量 向著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隱藏 完全的擺上 願主愛來澆灌我 在愛中得自由釋放
副歌：我願意降服 我願意降服 在祢愛的懷抱中 我願意降服
祢是我的主 祢是我的主 永遠在祢懷抱中 祢是我 祢是我的主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曲：林良真、游智婷

經文摘編：林良真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 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 為受屈的人伸冤
副歌：天離地有何等的高 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 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 耶和華 祂是我的神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榮耀祢聖名
曲、詞：Donna Adkins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父神 我愛祢 我們敬拜讚美祢 在全地上榮耀祢聖名
榮耀祢聖名 榮耀祢聖名 在全地上榮耀祢聖名
2.耶穌 我愛祢 我們敬拜讚美祢 在全地上榮耀祢聖名
榮耀祢聖名 榮耀祢聖名 在全地上榮耀祢聖名
3.聖靈 我愛祢 我們敬拜讚美祢 在全地上榮耀祢聖名
榮耀祢聖名 榮耀祢聖名 在全地上榮耀祢聖名

祂已被尊崇
曲、詞：Twila Paris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祂已被尊崇 祂名稱為至高君王
我要讚美祂 祂已被尊崇 祂作王到永遠 來讚美祂聖名
副歌：祂已作王 祂真理永遠掌權 天上地下 歡呼頌揚祂聖名
祂已被尊崇 祂名稱為至高君王

靜候恩主
詞：鄧惠欣 曲：John Laudon 版權屬匠心唱片製作有限公司所有

靜候恩主 萬念敞開 神獨祢照我心深處
像陣清風 透我心窩 除掉往昔的損我
副歌：主請祢進入我心裡面 解開我擾困彰顯祢大能
更新我裡面賜我美善 藏在我的心不變

靠著耶穌得勝
詞、曲：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彌賽亞音樂中心所有

在您愛裡我要宣告 軟弱已得改變 在您愛裡我要宣告 您是王
在您愛裡我要宣告 我不必罪中打轉 是您帶領著我得勝
副歌：靠著耶穌得勝(x2) 終此生要靠著主愛去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x2) 不必驚怕挫敗 確知主恩更廣闊 是您帶領著我得勝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曲：林良真、游智婷

經文摘編：林良真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 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 為受屈的人伸冤
副歌：天離地有何等的高 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 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 耶和華 祂是我的神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萬口都要頌讚祢名
曲、詞：馮鑑邦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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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耶穌
詞、曲：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喔耶穌 聖潔的救贖主 耶穌 耶穌 豐富賞賜者
耶穌喔耶穌 至高的得勝者 耶穌 耶穌 全能醫治主
副歌：讓凡有氣息都說 聖哉 聖哉 聖哉
祢是昔在永在的全能主 永不改變
讓凡有氣息都說 聖哉 聖哉 聖哉
唯有祢是配得一切榮耀 尊貴和頌讚

安靜
曲：游智婷、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安靜讓平安入我心 深深知道祢是我的神
風浪讓我靈更堅定 在我身旁祢使風浪平息
副歌：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祢陪我走向應許之處
充滿盼望 我一生要敬拜 生命滿有祢的印記

從這代到那代
曲、詞：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要將榮耀能力 歸給耶和華 祂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祂
不分種族國家 齊聲來頌揚 在寶座前 高舉雙手
副歌：從這代到那代 萬民不停頌讚 從地極到地極 萬民歡然獻祭
從列國到列邦 齊尊崇祢為王 高唱哈利路亞 齊敬拜彌賽亞
**眾城門抬起頭 榮耀君王將要進來 末後的榮耀大過先前的
眾城門抬起頭 榮耀君王將要進來 萬國敬拜如眾水的聲音**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曲：林良真、游智婷

經文摘編：林良真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 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 為受屈的人伸冤
副歌：天離地有何等的高 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 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 耶和華 祂是我的神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十二日
講員：鄭詠怡宣教師
講題：十誡之第七誡 -「不可姦淫」
經文：出埃及記 20:14

----------------我的回應----------------日期：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十二日
講題： 十誡之第七誡 -「不可姦淫」 講員： 鄭詠怡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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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 號匯達商業中心 9 樓
電話: (852)2810-9933

哈海山、馮惠茵信徒宣教士

工場：泰國南部

電郵: mission@ccmhk.org.hk

2022 年 6 月

大家好嗎？香港環境不斷轉變，相信大家都花了不少力氣去適應。謝謝你們能抽空閱讀
這分享信，謝謝你們支持！有好消息(至少對我們一家來說是)，我們一家終於可以回港了！我
們將於 7 月初回港述職及探望親友，預計會逗留至 8 月尾，
希望到時能與大家親身見面，彼此分享。之後我們會返回
泰南 Suratthani 省，繼續生活及事奉，直到神對我們有新
的安排。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
16：9
3 月初我們接待了後 Covid 時代的第一隊短宣隊—
—來自美國的 IGo Team。起初 IGo Team 是計劃到泰國其他省份服侍的，但因為當地教會對
Covid 有所顧忌而不方便接待。在神的安排下，我們這個不怕 Covid 的宣教士家庭便接待了他
們。3 男 3 女打地舖，屈就在我們家。原本以為只是負責提供住宿，後來因為與我們合作接待
的泰國信徒家庭一家感染 Covid，我家便「順理成章」獨力支撐大局：早午晚餐、舟車往來、
服侍體驗、檢討回顧等 4 星級的接待(住宿扣了 1 星)。這源於我們都曾參與短宣，多次受到不
同教會、家庭及宣教士們的好客款待。最美好的是在接待 IGo Team 的過程中，我倆能重拾年
輕時的短宣回憶。
一不離二，4 月我們再次接待短宣隊。我們為但以理國際學校及教育基金會舉辦了一個中
英雙語營會，為這裡的小學生提供教育、傳講耶穌及宣傳學校。我們邀請了曼谷的一間國際教
會——ICA，以短宣的形式前來幫忙，這裡華人小組的老師則負責教授中文。籌辦營會和接待
短宣隊同時進行是件不容易的工作，正當籌備得如火如荼之際，我家卻於營會前感染 Covid。
計劃被打亂、不能出席營會、未能接待短宣隊，然而神讓我們學習了交託和忍耐。感恩在團隊
互相配搭下，營會仍能順利完成，而我倆最
後都趕得及見短宣隊的「最後一面」。更感
恩 的 是 在 短 宣 過 後 ， ICA 表 示 有 意 在
Suratthani 省建立國際教會(這裡還未有任
何國際教會)。就此，我們將於述職後回泰國
時，到曼谷傾談合作細節，希望神的國不斷
在 Suratthani 擴展。

雙語營會

籌辦國際學校的過程仍然舉步為艱。建築部兩位工程師因與建築團隊合作不協調的緣故
而離職，對團隊帶來衝擊。哈山在港只是一條小薯條，有被點(蘸)茄汁的經驗。來到 Suratthani
因着工程的緣故要轉變為中薯條，配合泰式醬汁同時又要迎合香港口味，參與管理和協調的工
作，人事變動亦讓哈山有所學習。阿小有份負責的宣傳和收生工作，目標亦有所提升，希望第
一學年便有 Grade 5，Grade 6 和 Grade 7 三級。阿小現正密鑼緊鼓地收集資料、宣傳學校
和聯絡家長，在神的引領下招募第一批學生。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數過了。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的麻雀還貴重！」路 12：7
早前，哈樂的臉上生了一粒小豆，初時以為是暗瘡，後來看醫生才知
道是「毛髪基質瘤」(Pilomatricoma)，是良性的，但需要做手術切除。面
對突如期來的手術，哈樂樂天的性格也掩蓋不住心中的擔憂和懼怕，放聲大
哭起來。手術時我倆分別緊握着哈樂的左右手，給予最大支持，自己卻要撫
平情緒，表現得鎮定。整個過程哈山歷歷在目，心情激盪；阿小悲痛難耐，
淚水徐徐落下。現在哈樂的傷口已經復原，留下了小小的疤痕。醫生說腫瘤
日後仍然會復發，可以在同一地方，也可能在身體其他地方。讓我們一同祈
求主，願這腫瘤永遠不會再出現。
哈朗 4 月驗眼時發現近視加深了 100 度，左右眼高達 600 度和 550
度。由於距離上次驗眼不足一年，近視加深速度之快，令人擔心！事實上
早在香港時，哈朗已配戴矯視眼鏡，及後又開始每天滴眼藥水以紓緩近視
惡化，直到現在。雖然世事未能盡如人意，但我們一家都相信神仍然在看
顧我們。

代禱事項：
1. 感恩哈、小、樂能從 Covid 中完全康復過來，哈朗沒有感染 Covid。
2. 阿小開始替早前帶領信主的婦女 Ji 做栽培，求主帶領 Ji 的生命成長。
3. 哈、小重拾停止近一年的泰文學習，求主賜我們智慧，學得好，用得到。
4. 7 月將會回港述職，求主保守我們回港前的各項工作及在港期間與親友有美好的相聚。

回應表︰https://forms.gle/CMXE5uC5W3uRVyN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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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的靈甦醒，更深明白上帝在這時代的旨意，更多愛主，堅
心信靠和跟從主，生命被主塑造和改變，賜我們平安和堅心信靠主的心，勝過一切
懼怕，在這時代中，做鹽作光，見證榮耀主！
2. 求聖靈光照我們的生命，常常要貼近主，認罪悔改，警醒禱告，主潔淨我們，脫離
一切邪情私慾，過聖潔生活！
3.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九 23）求主
幫助我們要靠著主堅守聖經的教訓，活出真理，按著主的旨意而行事，要「靈巧像
蛇，馴良像鴿子」，實踐主的使命。
4. 泰南宣教士網上祈禱會 19/6（日），與宣教士(石昱，哈小)一起祈禱，求主激勵弟
兄姊妹為他們禱告守望！
5. 請禱告記念沙少區 8 月份的營會，祝福籌委們有美好的溝通，在預備過程中經歷主
向他們說話，有從天父而來的創意，能開開心心的預備。
6. 沙勉於 6 月開始逢第二週開始在沙博乙傳福音，求聖靈工作感動更多人接受主的福
音。
宣教同工：太陽家庭（一家四口）在天空之城的宣教服侍：
1. 感恩他們一家與當地的一家關係更進一步，而他們發現這家庭對屬靈的事情很感興
趣，求主賜他們有智慧與這家相交和傾談。
2. 求主幫助太陽處理考車牌的事，無了期的等待頗為無奈和氣餒。願主的日子時間成
就，求主幫助。
3. 他們將會去一個鄉下探訪(其中一次讀經的遵行)。到時她會帶路，介紹他們認識鄉
郊和不同的人和家居。請為他們的身體祈禱，因為天氣很熱了。又為他們旅程祈禱，
願祂引領他們的腳步到歡迎祂的家居裡。
4. 請為他們學語言祈禱，給與他們精神智慧，在有限裡創意地學習精進。
5. 請為他們可以有平衡生活禱告，繼續選擇長跑精神，讓他們長跑長有。
6. 求主保守他們一家身體健康，最近他們都輪著生病，頗為疲倦。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的身體健康禱告，近來疫情緩和，泳池重開，故他已開始游水，求
主讓他有恆心運動，鍛練自己的身體。
2.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她將於 17/6 做頭皮小手術，以便找出病因（七年來頭皮某
處經常發炎，所用藥物未見療效），主賜醫生智慧能對症下藥，讓她早日康復。家
居近來天花板的石屎剝落，不同地方有裂痕，求主保護家人的安全，他們要盡快執
拾，安排維修和轉到別處暫住，求主賜恩加力給她和家人於各樣的安排，一切順暢，
經歷主恩！
3. 請為鄭詠怡宣教師和謝駿麒宣教師代禱，他們將於下週一（13/6）進行第二次按牧
面試（麒於上午，詠怡於下午），會見所有區會牧師，回答牧師的提問，求主賜他
們平安的心，主賜他們智慧和信心去回應，自然流暢適切，能順利通過按牧試，經
歷主恩，讓他們在牧職上更多發揮恩賜和經驗，建立教會。
肢體：
1. 感恩！唐惠容姊妹（鄧逸章和軾儀的姨媽）堅心信靠主，她因病患的緣故，將於 12/6
（日）下午在家中接受洗禮，求主賜福她，醫治她，有健壯的身心靈，更深信靠主，
經歷主恩，一生跟隨主，見證榮耀主！
2. 請禱告記念 7 月 DSE 放榜的弟兄姊妹，在各種壓力中能擁有屬天的平安，堅定相信
主的預備。
香港：
最近確診人數回升，求主幫助政府和市民齊心努力去防疫和抗疫，早日脫離疫情的
困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