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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奮區 何梓峯(Toby)

我是信二代，小五跟媽媽返教會，小六決志信主，參加聚會和基督少年軍。在我未
信主前，對成績很著重，承受很多壓力，令父母很擔憂，媽媽把我的升學交給天父。在
祂的帶領與保守下，考進合適的中學和升讀大學。我把學業交給神，無論升中六還是升
大學，中間或許會有跌倒的時候，但天父都為我預備最適合我的道路。回望過去，天父
一直與我同在
因為在內地升大學的緣故，所以我在大學期間沒有返教會。直到畢業後一年（2016
年）再次被主感動，因感情受挫折而向主禱告，感恩主藉牧師在崇拜中的信息給我當頭
棒喝，感覺神正在擁抱著自己，當刻就在神面前認罪，亦決心要再一次跟隨神。自此之
後，我每週都參加教會崇拜。
大約四年前（2018 年初），我認識了現在的女朋友，並跟她返到沙田堂，我的信仰
生活開始改變。我開始有小組生活，有弟兄姐妹與我同行；有牧者和羊爸牧養；在少年
組有事奉，與少年人一同經歷成長。
從以前我認為自己活在黑暗中，面對社會、工作和生活，每天都好像重覆一樣，重
視自己與金錢，很想拼命賺錢買喜歡的東西，以自己為中心，到近幾年，我再次重新以
神為中心，為神奔跑，學習看聖經，禱告，經歷天父的同在，最重要是學會有一個感恩
的心，很想把生命獻給天父。今天天父照亮了我的生命，我也願意把這份盼望的光帶到
每一個人心中。
我很喜歡這節經文：「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2，每次看到這節經文，提醒著我要放下自己
的心思意念，並透過天父的話語中更新自己。
我第一次有全職服侍的想法是在中七的時候（2011 年的時候），當時跟同學返另一
間教會，去露營，在短宣認識了很多友善的牧者和朋友，他們很關心我的需要，大家可
以分享心事，彼此同行。每週跟他們開小組的時，都會覺得全職服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可以牧養同見証弟兄姐妹的成長，建立人的生命。因為畢業後繼續升學（在內地）的關
係，所以不知不覺就埋沒了這份感動。
第二次有這個想法是大學畢業後三年（2018 年），當時已經在現時教會服侍，看見
少年人的成長同熱情，讓我很想委身給神，好想幫助青少年成長，並讓更多的人聽到天
國的福音。我也是第一次透露這個想法給媽媽聽，她的第一個反應是拒絕的，認為我的
性格太衝動，大腦跟不上嘴巴，不適合教會牧養，所以我再一次把想法埋沒在心裏。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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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及 2020 年是讓我經歷了很多的兩年。我記得在 2020 年底的時候，很多人開
始受審定罪，看見這些新聞，我感覺難過和痛心，好想關心和建立年青人的生命，全職
服侍的感動再一次浮起，我再一次問自己：現在的我真的在做神想我做的事嗎？所以我
決心認真尋求天父的呼召。
在我尋求的過程中，有很多迷霧，包括在家庭、事業、經濟和伴侶，都有很多地方
未想得清楚，我上司甚至用「混亂」來形容我的狀況。
很奇妙，2021 年是我更新的一年，天父在各樣事上都為我預備與開路，讓我更明白
自己的方向。
工作的鍛煉與教會事奉的預備
2021 工作上有很大的改變，因為公司架構轉變，人力資源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配
合。上司於這年特別嚴厲，有幾次我都有辭職的念頭，但當我禱告的時候，神告訴我今
天的路是為了預備將來。在這一年中，上司經常跟我說：身為人力資源的同事，付出未
必有回報，在背後努力未必人人看見，不要期望別人的讚賞，要謙卑自己。在學習的過
程中很痛苦的，要管束自己的嘴巴，要調節自己的心思意念。儘管如此，每當把工作交
給神時，我的心也跟著輕省。因著我的改變，我媽媽對我讀神學的決定也開始改觀。感
謝主！
在 2020 年，因為教會事奉的調動，我暫停服侍了兩年的少年人群體，起初覺得不
滿和不愉快，覺得架構大於人。現在回望過去，發現自己當時很自負，這是神的教會，
我只是僕人，我憑甚麼去動怒呢？雖然現在沒有這小組，但偶爾我們也會約出來分享，
也算是有一個同行的相處。另一方面，當我了解讀神學需要暫停服侍時，這都是天父的
預備同安排，讓我可以專心讀神學，倘若現在我還繼續事奉，應該會有好多不捨的感覺。
經濟的預備
經濟是我其中一個考慮的因素，因為不久的將來要結婚，要計算生活費同住屋問題。
在 5 月份的時候剛好參加了梁家麟牧師主講的培靈會。其中有一節經文比較深刻：

「耶穌注視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賣掉你所擁有的，分給窮
人，這樣你將有財寶在天上；然後你來跟從我。」馬可福音 10:21
耶穌愛他，所以很想那個人跟隨他，但那個人捨不得他的財產，最後憂憂愁愁地離
開了。我立時明白到今天耶穌很愛我，所以對我發出呼召，我卻像經文中的那個人一樣
為經濟憂愁，再一次提醒我若要回應天父對我的愛，看重的是天上的財寶，我的生活在
天父的供應裏面已足夠。
在禁食禱告中，我的家族經歷了上帝。
臨近中秋節，媽媽問我參不參加家族聚會，我答應後，就有感動想在那天帶敬拜（我
媽媽家族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在與二姨媽商量過後，因為我平時比較少參與家庭聚
會，所以先讓我有一個分享。
在當晚，天父讓我第一次在家人面前分享見証，立志委身事奉神的原因。很感恩天
父打開每一個人的心，讓親戚都開始分享他們的得救見証，最後一起為我祈禱。因著神
的保守和帶領，我的爸爸媽媽也從不支持到把決定交給神。
在那天晚上，我感受到天父就在我們中間，亦感受到一個家庭若有神同在，是一件
很愉快美好的事情，因為在當中滿有祝福和愛。
獻身營與伴侶的承諾
11 月在建道神學院三天的獻身營中，天父花最多時間跟我說的是與伴侶的關係。雖
然之前已經決定好會在讀完神學後結婚，但神再一次提醒我，要跟女友有未來的安排。

感謝主，在出營之後，我跟女友安排了婚前輔導，除了彼此了解，亦決定在第二年升第
三年讀神學的暑假中結婚，盼望可以彼此相愛與同行，一齊建立屬神的家。
回望 2021
回想過去一年，以前的我沒有計劃，隨遇而安，導致計劃出現的時候，有很多方面
都未預備好，令身邊的人都很憂心。現在明白計劃的重要性，天父雖然有祂的時間表，
但我們都要隨時做好準備，被神使用。現在跟上司聊到這個方向的時候，她也十分支持
我這個決定，不再用「混亂」來形容，而是盼望我成為一個好牧者。
以前我會衝口而出，無意的說話有時候也會得罪別人，在工作上的鍛煉讓我明白凡
事行動前都要想清楚，管理好自己的嘴巴，因為跟人之間的矛盾和誤會往往都是從說話
產生的。現在媽媽亦十分支持我這個決定，我與她的關係比以前更好。很感恩天父一步
一步帶領我，為我在各方面（心理，經濟，家庭和伴侶）都有充足的預備，讓我可以更
有信心與渴慕地進入神學院受訓和全職事奉。
事奉異象 - 在家庭方面服侍
夫婦關係對於家庭是很重要的。我們時常在新聞上看到夫婦不和的報導（例如：丈
夫出軌，妻子太專制），爭吵導致悲劇發生。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
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
夫。你們做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弗 5:22-25，這
段經文讓我看出：今日上帝要祝福夫婦相處之道，丈夫與妻子的關係，不單單只是順服，
更要彼此相愛與尊重，如同耶穌愛我們。丈夫是妻子的頭，而妻子是頸子，在各事都支
撐丈夫，建立屬天父的家庭。
在 2020 年發現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影響，留意到與家人的關係需要被醫治，因為社會
立場的關係讓我與家人的關係轉差，但神透過經文同祂的愛，讓我看到今天是神在做事，
最後的審判在祂的手中，我慢慢開放自己的心，修補和家人的關係。在與弟兄姐妹分享
時，發現大家都有不同的家庭問題，需要天父在當中參與及醫治。在 2021 年 9 月我的
家族經歷了上帝，整個家族變得更正面，更團結，更確認要把基督的愛帶到每一個家庭
當中。同年 10 月，在參加香港禱告日的時候，我們在家庭禱告中都看見異象，要讓神修
補每個家庭的關係，將詛咒斬斷，將祝福傳到下一代。因著這些看見和體驗，主给我異
象和負擔去服侍家庭，建立合乎神心意的家庭關係，求主引領。
報讀神學院之原因和目的
回望 2021 年，我感受到天父在我身上的預備，無論身心靈、生活、關係，神都讓
我經歷了更新改變，從以前迷網的事情，今天神親自告訴我和為我開路。在建道獻身營
的第二晚，我回應了天父的呼召，願意把我的生命交給神，為祂作用。期望在完成神學
之後，在教會裏面牧養和服侍弟兄姐妹，特別在家庭方面，彼此建立，不單單是聽道，
而是要行道，明白上帝的心，觸觸摸祂的愛，攜手建立上帝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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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珥 2:18-27

宣

道

困境中的盼望

講

員

鄧穎頤宣教師

回

應

我向祢禱告

梁亦璇 / 李偉禾 / 劉鈴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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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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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彩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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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佩琼 張玉珍
徐金勤

林德瑩

陳偉業

黃麗𣶼 吳泳霞

沙旺區
拉高組

何錦培
甄國文 朱慕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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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六，日是聖餐主日，而週日午堂的聖餐在敬拜後舉行，請各家長先攜帶
子女參與敬拜和聖餐後才往二樓參與沙苗區聚會，並請弟兄姊妹預備心靈，記
念主恩。
3. 鄧穎頤宣教師於 2022 年 8 月 8 日正式離職，謹代表教會多謝鄧宣教師過去
在本堂的服侍和牧養，願主親自賜福她，與她同在。
4. 沙田堂特別會友大會於 21/8（日）週日午堂後（約下午 1 時正）舉行，地點
為沙田培英中學一樓學生活動中心。歡迎弟兄姊妹列席。
5. 王桂芳牧師於 7/8（日）前往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堂證道，不在本堂，請記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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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督徒信仰生活 ※ 全時間事奉主 - 作鹽作光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 誠聘幹事：
高中畢業，主要負責會計及崇拜等工作，能獨立處理全盤帳目及製作報表，持 LCCI
1 或以上，熟悉識運用 Excel、成熟、重溝通及團隊精神，有意請將履歷電郵
stc@cccstc.org，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資料只作招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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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愛清 羅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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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彩嫺 林德瑩

李仕波

何梓峯 劉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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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駿麒

司事長／司事

沙奮區

呂彩嫺
張大華
牧師

午堂

講題

謝駿麒 林偉漢
區俊英

伍恩君
沙龍區
何健偉 甄國文

沙田堂第三季裝備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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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通告
各位弟兄姊妹：
教會在（3/8）收到一個家庭（夫婦二人）確診新冠肺炎，他們曾於上週日（31/7）
出席午堂崇拜，並攜同女兒出席沙苗區的聚會，但其女兒暫時呈陰性，未有任何不適，
繼續觀察情況，另外也收到一位肢體確診新冠肺炎，這位肢體曾於上週六及日（30/7，
31/7）出席週六午堂崇拜及週日午堂崇拜。
本堂於各堂崇拜後，教會都會安排工友作清潔及消毒地方，現請上週曾出席這兩堂
崇拜的信徒，留意自己身體狀況，若有身體不適，請立刻就診，並留在家中休息。
若發現確診新冠肺炎，請盡快通知教會教牧同工，讓其他信徒都可作出留意及預防。
另外，若有信徒所住的大廈需要進行強檢，鼓勵信徒回來聚會前，請先自行作快速
測試，如呈陰性結果就可安心返教會聚會。
願上主親自賜福與你們，身心健康和平安。
堂主任：佘健誠牧師
3/8/2022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主祢是我力量
詞、曲：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副歌：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高臺 堅固磐石我信靠祢必不動搖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避難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我心靈得安息 It is well
詞、曲：Kristene DiMarco 中文翻：天堂敬拜 版權屬 Bethel Music 所有

1.Grander earth has quaked before
Moved by the sound of His Voice
Seas that are shaken and stirred
Can be calmed and broken for my regard
2.Far be it from me to not believe
Even when my eyes can’t see
And this mountain that’s in front of me
Will be thrown into the midst of the sea
[Through it all through it all My eyes are on you
Through it all through it all It is well(with me)]
Chorus:So let go my soul and trust in Him
The waves and wind still know his name(X2)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1.大地都曾經震動
因祂聲音顫抖
大海洶湧風浪翻騰
因我仰望祢而平息
2.雖我眼還未看見
我心卻不懷疑
即使大山在我面前
祢能挪移投進海裡
[帶領我 帶領我 眼光專注祢
帶領我 帶領我 得安息(安息)]
副歌：我靈交託 堅定相信
奉祢名風浪平靜 (X2)
(我的心 得安息 我的心 得安息)

以馬內利
曲、詞：游智婷 版權讚美之泉所有

以馬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 榮美君王 我心向祢歌唱
以馬內利 風雨中有盼望 榮耀同在 平靜安詳
副歌 1：榮耀榮耀榮耀 榮耀榮耀榮耀 祢的大能無人能及
聖哉聖哉聖哉 聖哉聖哉聖哉 暴風雨中單單仰望祢
副歌 2：榮耀榮耀榮耀 榮耀榮耀榮耀 祢的榮美無人能及
聖哉聖哉聖哉 聖哉聖哉聖哉 榮耀光中單單仰望祢

我向祢禱告
曲、詞：李藹兒 版權屬新音樂敬拜創作所有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磐石與拯救 是我高臺與詩歌 祢體恤我 祢保守我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能力與保障 是我盾牌與幫助 祢應許我 祢在掌舵
副歌 1：我向祢禱告 縱使我軟弱 我雖失信 祢仍然可信
面對的山嶺那麼高 路徑艱難如沒去路 但信靠祢 祢定會開路
副歌 2：向世界宣告 祢是我盼望 我心相信 靠著祢(終會)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 遵行祢旨意 (神蹟必可看見)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信心 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權柄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只想看見 我只想看見 祢旨意彰顯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雲上太陽
詞：吳幸肅、巫婧茹 曲：巫婧茹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無論是住在 美麗的高山 或是躺臥在 陰暗的幽谷
當祢抬起頭 祢就會發現 主已為祢我而預備
副歌：雲上太陽 它總不改變 雖然小雨灑在臉上
雲上太陽 它總不改變 哈 它不改變

上帝恩
曲：陳芳榮 詞：翁慧韻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要稱讚頌揚主聖名 要謹記上帝恩 神怒氣轉眼即消散 永不要忘大恩
每當祢心碎主記念 隔宿眼淚抹乾 來默想主愛心歡暢 神大恩可共印

問我主恩典有幾多
曲：黎小田 調寄：鄭秀文《問我》

1,2.問我主恩典有幾多 究竟主恩典有幾多 我如何能夠一一去數清楚
問我點解會高興 究竟點解無苦楚 我笑住回答 講一聲主愛我
副歌 1：無論我有百般對 或有千般錯 耶穌已承受結果
面對世界一切 哪怕會如何 全心靠耶穌經過
副歌 2：回望已過去的我 像幽谷走過 人生旅途恨怨多
憑著信我已改過 日子會如何 全心靠耶穌經過
3.問我當初信靠經過 有主天天輕撫心窩 靠著神能夠拋開心中的苦楚
願我一生去到終結 無論歷盡幾許風波 我仍然能夠 講一聲主愛我

靠著耶穌得勝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在祢愛裡我要宣告 軟弱已得改變 在祢愛裡我要宣告 祢是王
在祢愛裡我要宣告 我不必罪中打轉 是祢帶領著我得勝
副歌：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終此生要靠著主愛去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不必驚怕挫敗 確知主恩更廣闊 是祢帶領著我得勝

我向祢禱告
曲、詞：李藹兒 版權屬新音樂敬拜創作所有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磐石與拯救 是我高臺與詩歌 祢體恤我 祢保守我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能力與保障 是我盾牌與幫助 祢應許我 祢在掌舵
副歌 1：我向祢禱告 縱使我軟弱 我雖失信 祢仍然可信
面對的山嶺那麼高 路徑艱難如沒去路 但信靠祢 祢定會開路
副歌 2：向世界宣告 祢是我盼望 我心相信 靠著祢(終會)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 遵行祢旨意 (神蹟必可看見)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信心 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權柄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只想看見 我只想看見 祢旨意彰顯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得釋放
版權不詳

那裡有主的聖靈 那裡就有自由 那裡有主的聖靈 就有生命
因我活著是單靠聖靈的能力 那裡有主的聖靈 我得釋放
得釋放 得釋放 耶穌寶血拯救我
因我活著是單靠聖靈的能力 那裡有主的聖靈 我得釋放

配得頌揚
曲、詞：黃以睿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聖哉 聖哉 主神全能者 道途義哉誠哉 聖哉 聖哉 萬有都讚美祢
副歌：主耶和華 祢奇妙作為流傳萬代 祢的美德從地極到地極 無人能及
天使天軍屈膝 萬民也要興起 將榮耀歸祢聖名
**祢的慈愛高及諸天 祢的誠實上達穹蒼
祢是公義的主與和平的君王 祢配得所有頌揚**

願祢降臨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尋求祢 我尋求祢 謙卑自己 屈膝在至聖所裡
我尋求祢 從心深處呼喊 我活著為要日夜不停尋求祢
副歌：願祢降臨 彰顯自己 開我眼睛 看見祢無比的美麗
願祢降臨 大能的榮耀在這裡 與祢相遇 進入那更深之地

奇妙的愛
曲、詞：Martha D. Munizzi 中譯詞：趙治德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祂所做一切 是多麼奇妙 祂所給我的愛 我無法解釋
我只知道我曾失喪 今被尋回 曾瞎眼 今卻看見
每當我想到這一切 就充滿感謝
副歌：奇妙的愛 奇妙的愛 奇妙的愛 奇妙的愛

我向祢禱告
曲、詞：李藹兒 版權屬新音樂敬拜創作所有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磐石與拯救 是我高臺與詩歌 祢體恤我 祢保守我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能力與保障 是我盾牌與幫助 祢應許我 祢在掌舵
副歌 1：我向祢禱告 縱使我軟弱 我雖失信 祢仍然可信
面對的山嶺那麼高 路徑艱難如沒去路 但信靠祢 祢定會開路
副歌 2：向世界宣告 祢是我盼望 我心相信 靠著祢(終會)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 遵行祢旨意 (神蹟必可看見)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信心 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權柄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只想看見 我只想看見 祢旨意彰顯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八月六日、七日
講員：鄧穎頤宣教師
講題：困境中的盼望
經文：約珥書 2:18-27（和合本修訂本）
18. 耶和華為自己的地發熱心，憐憫他的百姓。
19. 耶和華應允他的百姓說：「看哪，我要賞賜你們五穀、新酒和新的油，使你們飽足，我
必不再使你們受列國的羞辱。
20. 我要使北方來的隊伍遠離你們，將他們趕到乾旱荒蕪之地：前隊趕入東海，後隊趕入西
海；臭氣上升，惡臭騰空。耶和華果然行了大事！
21. 「土地啊，不要懼怕，要歡喜快樂，因為耶和華行了大事。
22. 田野的走獸啊，不要懼怕，因為曠野的草已生長，樹木結果，無花果樹、葡萄樹也都效
力
23. 「錫安的民哪，你們要歡喜，要因耶和華－你們的神快樂；因他賞賜你們合宜的秋雨，
為你們降下甘霖，秋雨和春雨，和先前一樣。
24. 「禾場充滿五穀，池中漫溢新酒和新的油。
25. 我差遣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就是蝗蟲、蝻子、螞蚱、剪蟲，那些年間所吃的，我要補
還給你們。
26. 「你們必吃得飽足，讚美耶和華－你們神的名，他為你們行了奇妙的事。我的百姓不致
羞愧，直到永遠。
27. 你們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又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沒有別的。
我的百姓不致羞愧，直到永遠。」
本論：
耶和華有能力去撥亂反正
耶和華與子民有親密關係
耶和華掌權並有祂的目的
思想問題：
1. 「耶和華是神」，在你平常的生活中，有何意思？

2. 回想一段你感到艱難的日子裡，自己的狀況是怎麼樣的? 為何是這樣？
3. 「耶和華是神」，在面對困境困局之時，對你又有何意思？

----------------我的回應----------------日期： 二零二二年八月六日、七日
講題： 困境中的盼望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講員： 鄧穎頤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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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教會，求主幫助我們在這時勢中能更多明白主的旨意，更多被聖靈光照，
認罪悔改，過聖潔的生活，並常常聆聽主，與祂交談，並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主，靠
主賜的信心和能力作成主的工，經歷主奇妙的作為！
2. 當我們相信和經驗「耶和華是神」，在我們平常的生活中，面對困境困局之時，得
到幫助和激勵，相信並經歷祂與子民的親密關係，相信祂仍在掌權並有祂的目的，
相信祂有能力去撥亂反正，並經驗祂的同在、同行和同工！
3. 感謝上主，購堂合約和手續已經順利完成，但單位仍有租約至 2023 年 4 月約滿後
才可使用，故為教會開始籌備或計劃單位裝備工程禱告，讓單位的裝備和計設能配
合教會的使用或運用。
4. 請禱告記念沙勉區於（13/8）下週六出隊去沙角邨街佈時，求主賜美好天氣，不太
熱也不下雨，另外，將這地交給主，求主感動人接受耶穌。
5. 請為沙少區營會（13-14/8）代禱，感恩，有 60 人報名參加（有 15 位新朋友），
營會主題：主範仔，期望營友透過遊戲、敬拜、信息、交流和反思等能幫助他們認
清自己在天父的愛中的兒女身份，領受正確的價值觀。求主帶領各人明白和接受天
父的美意，並在營會後能實踐所領受的。又求主賜力量給各籌委，在委身服侍之下
經歷喜樂和同工的珍貴，在合作中以愛一同服侍。願主祝福新朋友的心，以投入及
開放的心參與各項活動及所接觸到的組員。
6. 請為弟兄姊妹活出召命代禱，求主幫助我們能發揮上帝所給的智慧、恩賜、才幹、
經驗、機遇和祝福，讓神給我們各樣的資源兌現在神的國中，能找到和實踐上帝給
我們的召命，為主的道打美好的仗！
7. 請為聘任幹事代禱，求主預備合適的弟兄姊妹，加入行政團隊，發揮所長，恩賜配
搭。
執事：
請為司徒麗燕執事代禱，求主保守整個行程有主的同在和看顧，並祝福她們與親人、
朋友的相聚。
同工：
請為蔡碧翠姊妹祈禱，感恩上星期有驚無險地完成了左眼的手術，已休息一星期，
目前情況安好，眼睛內有 1/3 水腫，希望覆診時完全消腫。請禱告記念眼睛的康復
和視力穩定，再配上合適的眼鏡。
神學生：
感謝主沙奮區何梓峯（Toby）弟兄回應主的呼召進入神學院讀書，裝備成為全時間
的主僕，並經歷主舒解他的困感，為他預備的一切，求主帶領他在神學院有好的裝
備學習，並禱告記念他與女朋友有更美好的關係，經歷主恩！
肢體：
1. 請為患病的弟兄姊妹代禱，有些仍未找出病源，求主賜醫生智慧去作精準的診斷和
治療方案，使患者有好的療效和康復。求主賜他們信心和能力來執掌上帝給他們的
權柄，禱告祝福保護自己，並敵擋撒但在他們的身心靈所做的影響和攻擊，靠主得
力和得勝！
2. 請為沙勉區曾金容姊妹代禱，她於 4/8 做完腳部手術，求主醫治保護她，減免痛楚，
身心靈健壯，有好的康復，心中平安，經歷主恩！
香港：
感恩！「禧房」事工的單位於七年間增至廿五間，自 2015 年始，服務有住房困擾
的人數超過二百人。服務更由當區教會負責和支援。當中不單住客感受到有人真誠
同行而受惠，教會義工亦見到事工能將牧養帶出教會、真正能進入基層、親身見證
生命的被建立而大大被激勵。祈願這由愛心出發「施與受」的相互激盪關係，更能
在眾教會中彰顯弘揚，為基督作更多的美好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