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竹居台主日 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六日、十七日 
     週六午堂：4:30pm(幼稚園) / 週日早堂：9:00am(幼稚園) / 週日午堂：11:00am(沙田培英中學) 

   崇拜直播：星期六 4:30pm 崇拜重溫：由星期六晚上直至下星期二早上十時正 

辦公室地址：沙田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  電話：26462469  傳真：26373800  電郵：stc@hkcccc.org 
 

一麒一會             生態失衡               謝駿麒宣教師   

在｢The New York Times Chinese｣紐約時報中文網中，看到一側有關//獅子魚的入侵正在對
加勒比珊瑚礁構成嚴重威脅。// 

在文中奧勒岡州立大學的科學家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獅子魚遷移到當地一段時間後的影
響，發現僅在五週內，一條獅子魚就使其攝食區內的幼魚數量減少了 80%，除了攝食量與範圍
驚人外，還有其繁殖能力非常強大：雌魚每隔幾天就能產卵約 2.5 萬枚。使整個生態環境面臨
嚴重威脅，除了一帶幼魚被滅，影響當地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的熱帶大西洋珊瑚礁。當地在面
對危機時，有基金會與當地的人想辦法，以捕捉獅子魚減緩對珊瑚礁造成破壞，同時避免因捕
捉行動對珊瑚礁造成破壞。有科學家推論，獅子魚在當地出現，可能是人類棄養放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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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獅子魚因其覓食魚苗的特性，可看見帶來對海洋生態環境的滅絕物種的危機。一個
生態轉變，帶來的影響不是一時三刻就會發現，獅子魚帶來的危機是差不多六至七年後才發現，
如果再不作出相應的行動，後果不可想像。 

教會面對留散處境下沒有停下來，對教會生態從未預視過的影響，｢教新｣在｢時代論壇｣刊
登一篇文章，有關進行跟進研究，在移民潮下對教會思考牧養對策與堂會應對的研究。堂會對
肢體上的支援實在當前最著眼要回應的，身心靈和行動也是實際的需要。另外，堂會也出現斷
層現像，這現象不只是教會的情況，各行面對高中層斷層的情況。在這個處境中，教會同樣面
臨各樣的考驗。在從研究中堂會對培育領袖看為首要，順序團契、福音、崇拜、社會服侍…，
差傳與社會關注放到尾聲，但文章指出領導質素，最重要是品格，品格是領導的脈搏。｢我們必
須認清自的信念、亳不含糊地表述我們維護的價值取向。｣２領導的行為，顯出他的信念和品格，
所以這裏提醒不能急，領袖建立始於生命培育，不是技巧訓練班。 

從教新跟進研究中，面對處境急劇變化，生命培育更需要與社會生活的環境連結，更認清
時代上主對我們呼召，才能清楚認信和維護信仰價值，認真思考這個處境中成長必要，或回應
主行在信仰中的召命的重要，或成為領袖的必要，這必然是直接對應生活環境生態，更明白我
們都需要主給我們力量和方向，改變這個失衡的生態。 

留散中處境就像失衡的狀態，對每個人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內心有一種被割去的感覺，這
份痛需要上主的安慰，除外調整內心重新出發，更需要求主保守我們的心，看清楚信仰值價在
當下的角色，連於基督作上主的一群大能子民，是一群不是個人。疫情令群體漸漸分隔，科技
卻能跨過地域限制，使同行的角色與建立更有其意義，在這個處境中堅守建立上主的群體，在
艱難中一同建立天國於地，捉緊同一心思意念，彼此牧養，改變失衡的生態帶來的影響，或許
這是上主在這個時局，讓我看得見，睇得明境況，但我們如何回應才是自己與上主的真實關係，
你願意回應嗎?在基督的愛中建立生命，上主必興起祂的用人，成為領袖服侍祂，帶領和牧養祂
的羊作見證。過去一直建立，當下處境不同，同樣的事和價值，對我們意義有什麼不同，值得
我們深思，讓主的話和教導再一次成為當下能力。 

１：https://cn.nytimes.com/travel/20220621/lionfish-hunting-bonaire/zh- hant/?fbclid=IwAR3UHeJOtd0zFz9LJmSp_aS5UX_1kiWMVgr7DmDkyyBxCXEi1PRgnMxjrH0  

２：https://www.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7238&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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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n.nytimes.com/travel/20220621/lionfish-hunting-bonaire/zh-
https://www.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7238&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竹 居 台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鄭韻莉 / 謝駿麒 / 陳家能 

 

讀  經                             太 28:16-20 

 

宣  道                        竹居台主日：耶穌的"所有" 

         

講 員                          陳弟兄 

 

回  應                              回應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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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午堂 

鄭韻莉 

陳弟兄 

竹居台主日： 

耶穌的"所有" 

（太 28:16-20） 

鄭詠怡 沙奮區 
待定 

李艷珊 陳錦儀 

17/7 
早堂 

謝駿麒 呂彩嫺 

李仕波 羅合群 

彭寶珠 
林德瑩 

黎燕妮 梁秀英 張敏儀 

午堂 陳家能 鄧穎頤 

陳振庭 林麗華 
梁建國 

何錦培 

麥永強 高向陽 林少燕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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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午堂 

梁亦璇 

哈海山 
宣教士 

建立 

安提阿教會？ 

（徒 11:19-30、

13:1-3） 

鄧穎頤 沙綠區 
沈沛 

黃浣蘭 黎碧筠 

24/7 
早堂 

鄭詠怡 呂彩嫺 

張敏儀 劉詠思 

劉詠儀 
羅偉真 

李仕波 張敏儀 劉詠思 

午堂 何啟康 鄭嘉慧 沙宣區 

梁建國 

江樹棠 甄國文 

日期：九月十七日(六) 

時間：下午 2 時- 4 時 15 分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沙田博康村博文樓地下博康幼稚園） 

講員：任志強博士 

講員簡介： 

任志強博士為現任香港《時代論壇》社長，努力裝備信徒群體，面向社會和世界。同時，任博士也是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客席助理教授及名譽副研究員，亦曾擔任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宗教與文化

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任博士長期研究現代香港基督教與本地社會文化演變的相互關係，以及香港與

東亞地區媒體文化的宗教向度，同時密切思考社會文化變化對基督教神學和信仰的含義。 

回應嘉賓：陳智衡博士（建道神學院神學研究部助理教授／ 

     中國文化研究系主任／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陳珏明弟兄（香港傳媒工作者） 

免費參與、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也可以網上報名參加此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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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日至九月中期間，沙田培英中學大禮堂進行裝修，故這段期間基禾堂與沙田堂共
用一樓學生活動中心作主日崇拜，因此，沙田堂週日午堂及沙苗區聚會改為早上 11:30
舉行，敬請留意。 

3. 鄭詠怡宣教師於 17/7（日）前往馬頭圍基督教會崇拜證道，不在本堂，請記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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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Plzz9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3NPlz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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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報名 : 

日期：31/7、7/8/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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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2022（主日）                        https://bit.ly/3sVbpph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１ 31/7 佘健誠 認識教會  

２ 7/8 佘健誠 認識聖禮 

交得救見證 

洗禮申請表 

會友誓章 

 待定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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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 
聖誕節正日 
洗禮 

https://bit.ly/3sVbpph
https://bit.ly/38kaxU0


 

 

 

 

 

 

 

人生召命：以終為始的生命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耶 1:5下 

*每個人生命都有其存在價值和目標，你尋找到未呢？ 

課程目的：幫助學員建立「以終為始」的生命，尋找在主裡的夢想、人生方向

和召命，活出上帝創造我們的生命姿彩，並寫下個人的「人生宣言」，透過此

宣言幫助學員計劃和如何實踐，活出召命的人生！  

講員：陳德俊牧師（牧鄰教會顧問牧師、香港細胞小組伴跑教路網絡的資深教

練） 

日期：24/8,31/8,21/9,28/9（逢週三）                         

時間：晚上 8:00-10:00 方式：Zoom網上授課及小組分享     網上報名：  

學員要求：於上課前完成「人生宣言習作」初稿 

費用：$100 

截止日期：14/8（日） 

查詢：請聯絡王桂芳牧師                                  

 日期  課堂內容 

24/8 如何定人生的方向 

31/8 如何將你的人生方向寫成人生宣言 

21/9 如何讓人生宣言成為你的自動導航系統 

28/9 如何定一年的成長計劃；發揮抉擇的力量 
 

https://bit.ly/3NNSkNf 

https://bit.ly/3NNSkNf


 

 

 
 
 

 

 

沙田堂 40 週年聯合崇拜，一齊感恩敬拜上主，點可以少得你？無論你是甚麼年

紀，返那一堂崇拜，姊妹定弟兄⋯邀請你參與堂慶崇拜聯合詩班！ 

詳情如下： 

練習日期： 23/7，6/8，20/8，3/9，17/9，8/10，22/10* 

 （全是星期六） 

22/10 為總綵排，必須出席，其他日期須最少出席 4 次 

練習時間：下午 6:30 - 7:45 

練習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聯合崇拜日期：23/10 

聯合崇拜時間：待定（下午） 

聯合崇拜地點：待定 

報名：有興趣參與的弟兄姊妹請聯絡區牧，稍後會有詩班專人聯絡。 

查詢：鄭詠怡宣教師 

網上短宣(CCMN)代禱： 

1. 請禱告記念沙奮區馮麗媚及譚兆恒，他們原定是 18-24/7 日本九洲隊，但由於當

地有隊員確診 Covid19, 現仍有很多變數，求主醫治當地弟兄姊妹。同時祝福香

港隊員，身心靈有力，預備好多變數，服侍主服侍工場！ 

2. 請禱告記念沙奮區何梓峯弟兄，他參加日本東北(7 月 21-24 & 28-31/7)代禱： 

一、 第一次進入日本高中學校，求主開放學生的心 

二、 球場派飯事工，希望會有好天氣 

三、 JCMN 分享香港教會狀況，求主連結兩地教會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King Of Kings萬王之王 

Song and Lyrics by Jason Ingram、Scott Ligertwood、Brooke Ligertwood Publisher by Hillsong Music 

1.In the darkness We were waiting Without hope Without light 
Till from heaven You came running  

There was mercy in Your eyes 
To fulfil the law and prophets 

To a virgin came the Word 
From a throne of endless glory To a cradle in the dirt 

Chorus:Praise the Father Praise the Son 
Praise the Spirit three in one 

God of glory Majesty 
Praise forever to the King of Kings 

2.To reveal the kingdom coming And to reconcile the lost 
To redeem the whole creation You did not despise the cross 

For even in Your suffering You saw to the other side 
Knowing this was our salvation Jesus for our sake You died 

3.And the morning that You rose All of heaven held its breath 
Till that stone was moved for good  
For the Lamb had conquered death 

And the dead rose from their tombs And the angels stood in awe 
For the souls of all who’d come To the Father are restored 

4.And the Church of Christ was born  
Then the Spirit lit the flame 

Now this gospel truth of old Shall not kneel shall not faint 
By His blood and in His Name In His freedom I am free 

For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Who has resurrected me 

1.身處幽暗 我們的等待 沒有盼望 沒有光明 
直到祢從天上 直奔而來 
祢眼中的憐憫 
是律法與預言的成就 
太初之道藉童女成為肉身 
從無垠的榮耀 到蒙灰的搖籃 祢來 
副歌：讚美聖父 讚美聖子 

讚美聖靈 三一真神 
是榮耀 威榮的神  
我們讚美萬王之王 直到永遠 

2.為了揭示天國 為了挽回失喪 
為了贖回創造 祢來 十架的羞辱 祢不曾厭棄 
在痛苦之中 祢看見十架的另一端 
是我們的救恩 為了我們 祢捨身 

3.在祢復活的清晨 天堂都屏息 
直到墓上石頭永遠挪開 
羔羊得勝死亡 
死人從墳墓復活 天使敬畏侍立 
因為 從此 凡到父面前的靈魂都得恢復 

4.基督的教會誕生  
聖靈點燃火焰 
從此 這亙古真理的福音 永不屈從 永不消亡 
藉祂寶血 藉祂聖名 在祂自由裡 我得自由 
耶穌基督的愛 使我活過來 

耶穌願祢為王 
詞、曲：Paul Kyle中文譯：陸澤田 

耶穌 願祢為王 我們宣揚祢是王 

站立在我們當中 我們用讚美高舉祢 
我們的敬拜作祢居所 我們的敬拜作祢居所 
我們的敬拜作祢居所 主耶穌來取祢的居所 

懇求主 
曲：張寶興 詞：杜國耀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懇求主 請祢看我雙手 一切我所有 甘心為祢用 
懇求主 請祢看我的心 塑造煉淨我 將我分別為聖 

副歌：我們要奔向祢的祭壇 得著祢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搶救那失喪的靈魂 
求主賜我憐憫的心 為這迷失的人群 我們要改變世界 帶來盼望在這地 

（我回應祢呼召 建立無牆的教會 讓祢榮耀彰顯 賜下救恩給萬民 給萬民） 

回應大使命 
詞、曲：關淑貞 版權屬Music 2000所有 

1.天上地下所有權柄 全屬於那復活救贖主 
因此我被祢差遣 傳頌主恩永不變 持定著祢呼召讓祢大愛彰顯 

2.天上地下所有權柄 全屬於那復活救贖主 
因此我被祢差遣 靠主勇敢將心獻 期待著那為我存留榮耀冠冕 
副歌：回應大使命用信心走出去 傳頌見證祢路難行不畏懼 
要使萬民 作主的門徒 凡祢所吩咐 都教訓羊群遵守 
回應大使命用信心走出去 傳頌見證祢路難行不畏懼 
要使萬民 作主的門徒 要忠心 宣告讚頌榮耀祢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主祢的慈愛 
曲：Hugh Mitchell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主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主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我要用咀唇來讚美祢 因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我要奉祢名來舉起我手 我要奉祢名來舉起我手 

我要用咀唇來讚美祢 我要奉祢名來舉起我手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曲、詞：Chris A. Bowater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耶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跪下在祢面前來敬拜 

耶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也承認祢是主 

副歌：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懇求聖靈指教我 耶穌基督是主 

唯有耶穌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祢能使瞎眼看見 耶穌祢能醫治傷心人 

耶穌祢有權柄釋放 叫不可能變為可能 

副歌：唯有耶穌掌管天地萬有  

唯有耶穌能使水變成酒 

叫狂風巨浪平息 大能赦罪行神蹟  

耶穌無人與祢相比 

回應大使命 
詞、曲：關淑貞 版權屬Music 2000所有 

1.天上地下所有權柄 全屬於那復活救贖主 

因此我被祢差遣 傳頌主恩永不變  

持定著祢呼召讓祢大愛彰顯 

2.天上地下所有權柄 全屬於那復活救贖主 

因此我被祢差遣 靠主勇敢將心獻  

期待著那為我存留榮耀冠冕 

副歌：回應大使命用信心走出去 傳頌見證祢路難行不畏懼 

要使萬民 作主的門徒 凡祢所吩咐 都教訓羊群遵守 

回應大使命用信心走出去 傳頌見證祢路難行不畏懼 

要使萬民 作主的門徒 要忠心 宣告讚頌榮耀祢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從那日出之處到日落那方 

曲、詞：麥濬思 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新祢呈敬拜隊所有 

從那日出之處到日落那方 全地高聲讚頌 

頑石都開口 深海在唱歌 榮耀至聖上帝 

從那日出之處到日落那方 除祢再沒別神 

地裂天打開 天軍響號角 救恩公義臨到 

副歌：頌唱哈利路亞 我心歸於我神 頌唱哈利路亞 讚美從心吶喊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曲、詞：馮鑑邦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有限公司所有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同來讚美高舉主的榮耀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全然敬拜寶座面前 深深讚頌祢 

副歌：來舉雙手頌唱哈利路亞 唯有祢施恩典捨身拯救 

獻奉我聲音我雙手 我的一生都要讚頌 榮耀都歸於主基督我上帝 

我心堅定於祢 
詞：周雯心、袁瀚曦 曲：周雯心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基督 聖潔美麗 無人能及 

賜我氣息 毫無保留 為我捨命 

(祢的愛使我靈魂甦醒 患難中我能剛強站立 

祢的愛使我重新得力 黑暗中使我生命再次絢麗) 

副歌：我心堅定於祢 眼目專注於祢 風浪之中 有祢同行 不畏懼 

我心堅定於祢 我靈降服於祢 在祢懷中 平靜安穩 我必得安息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詞、曲：葛兆昕、陳慧瑟 版權屬有情天音樂世界所有 

哦主 求祢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夠遵行祢旨意 

我願將祢話語深藏在我心 作路上的光 成為我腳前的燈 

哦主 求祢堅固我信心 我的力量 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 求祢帶領我 使我不會再退縮 

副歌：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樣式 

使我能成為祢所喜悅的兒女 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祢榮耀 

**使我成為祢所喜悅寶貴兒女 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祢榮耀** 

回應大使命 
詞、曲：關淑貞 版權屬Music 2000所有 

1.天上地下所有權柄 全屬於那復活救贖主 

因此我被祢差遣 傳頌主恩永不變 持定著祢呼召讓祢大愛彰顯 

2.天上地下所有權柄 全屬於那復活救贖主 

因此我被祢差遣 靠主勇敢將心獻 期待著那為我存留榮耀冠冕 

副歌：回應大使命用信心走出去 傳頌見證祢路難行不畏懼 

要使萬民 作主的門徒 凡祢所吩咐 都教訓羊群遵守 

回應大使命用信心走出去 傳頌見證祢路難行不畏懼 

要使萬民 作主的門徒 要忠心 宣告讚頌榮耀祢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六日、十七日 
講員：陳弟兄 
講題：耶穌的"所有" 

經文：馬太福音 28:16-20 

16.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 

17.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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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六日、十七日 

講題： 耶穌的"所有" 講員： 陳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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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帶領教會的發展方向，配合主的工作，在香港見證主的榮耀！ 
3. 記念沙少區本屆 DSE（21/7）考生們，願主保守他們的心情，賜他們信心明瞭

主的引導和帶領，賜他們勇氣和力量面對一切的結果，祝福他們的前路和選
擇，一切滿有恩典。 

4. 請禱告記念沙田堂新成立了一隊探訪隊，將於下星期六 23/7 第一次出隊探訪
長期病患者及獨居長者，請記念隊員能將愛心和信祝福帶給他們，求主賜力，
並賜他們在探訪過程中經歷平安和喜樂。 

5. 請禱告記念沙田堂於各堂崇拜推動關懷大使來關心新來賓，現在參予的弟兄
姊妹極少，求主在人心裡做感動工作 

博康幼稚園： 
 23/7(六)於幼稚園禮堂舉行第三十九屆畢業典禮，求上帝祝福當天的天氣及一

切順利，繼續帶博康幼稚園跨過每一個困難並迎向八月中新的學年開始。 
竹居台協會： 
 請為竹居台 2022 籌款目標：180 萬支持 21 個單位的宣教工人，有 22 堂奉

獻及肢體個別奉獻，求主激勵弟兄姊妹參與奉獻，一起支持宣教的服侍，實踐
大使命！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帶領同工們思索明年教會事工方向禱告，求主給予他智慧和

明白上主心意禱告。 
2.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主賜她健康的身體，求聖靈充滿她，常常敏銳主的指

引，作成主的工，建立生命，經歷主的釋放和自由，活出召命。求主保護看顧
她的父母，身心靈健壯，更多認識主，信靠祂，經歷主的豐盛！ 

3. 請為黃慧貞家中的老人家禱告，求主賜他們平安和健康！ 
CCMN（香港細胞小組宣教網絡）網上短宣： 
1. 請禱告記念沙奮區馮麗媚及譚兆恒，他們原定是 18-24/7 日本九洲隊，但由

於當地有隊員確診 Covid19, 現仍有很多變數，求主醫治當地弟兄姊妹。同時
祝福香港隊員，身心靈有力，預備好多變數，服侍主服侍工場！ 

2. 請禱告記念沙奮區何梓峯弟兄，他參加日本東北(7 月 21-24 & 28-31/7)代禱： 
i) 第一次進入日本高中學校，求主開放學生的心；ii) 球場派飯事工，求主預
備有好天氣；iii) JCMN 分享香港教會狀況，求主連結兩地教會。 

肢體： 
1. 請為沙星區朱慕賢姊妹和家人代禱，她的爸爸於 19/6 主懷安息，他的喪禮已

於 15-16/7 完成，求主親自安慰她和家人，特別是媽媽，主賜平安和盼望予
她們，有力地生活，家人彼此扶持和相愛，經歷主恩！ 

2. 感恩！盧梁水金姊妹的情況良好，於 9/7 出院回家休息，求主賜她雙腳有力
及有好胃口，有好的康復！ 

香港： 
 香港現在確診人數不斷攀升，求主幫助政府和居民同心合意地一起合力和合

作防疫和抗疫，使疫情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