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聖餐主日 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 
     週六午堂：4:30pm(幼稚園) / 週日早堂：9:00am(幼稚園) / 週日午堂：11:3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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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的威力                                         鄭詠怡宣教師                                  
  說話是一種很特別的東西，個人內心的想法透過說話便往外傳遞出來，其他人透過

聆聽，便能接收你的想法。在家庭、職場、教會生活的好與壞，彼此如何說話溝通是重要

因素，本文試從雅各書看關於說話的教導。 

  雅三 2-6「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們若

把嚼環放在馬嘴裏，叫牠順服，就能調動牠的全身。看哪，船隻雖然甚大，又被大風催逼，

只用小小的舵，就隨着掌舵的意思轉動。這樣，舌頭在百體裏也是最小的，卻能說大話。

看哪，最小的火能點着最大的樹林；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

能污穢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裏點着的。」 

  嚼環對於馬的身軀是一個體積好少的工具，卻能控制馬的全身及改變方向；船舵是整

艘船一個體積很少的機件，卻能控制船的航行方向；舌頭是人體中很少的一個器官，卻能

造出很大影響力的說話，就正如最小的火能迅速蔓延，燒毀整個森林。舌頭是火，由撒旦

點燃，若不勒住舌頭，罪會控制生命，甚至摧毀整個人生。相反，若能勒住舌頭，就是能

好好駕馭人生。  

    「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雅三 8) 作者要

警惕信徒必須勒住舌頭，因為撒旦會不斷地挑起這火，這摧毀生命的火亦是毒素會蔓延到

其他人的生命造成破壞，惟有靠著神的幫助與更新，才能制伏或勒住舌頭。 

  其實，詩人對我們如何說話有很多智慧與教導，大衛為自己祈禱要謹慎言行，即使面

對惡人都不能在說話上犯罪，他說：「我要謹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頭犯罪。惡人在我面

前的時候，我要用嚼環勒住我的口。」(詩三十九 1) 智慧人說「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箴十二 18) 說話的確能傷人、亦能安慰醫治人心。

「有何人喜好存活，愛慕長壽，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詩三十四 12-13) 詩人亦鼓勵人，若要活得好、活得長，就要禁止自己不出惡言，不說詭

詐的話。耶穌亦曾對眾人說：「你們要聽，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穢人，出口的乃能污

穢人。」可見聖經互相呼應，強調出自口中的說話，其影響力或威力是很大，我們的確不

能忽視出自口中的每句說話，更不可掉以輕心，因關係到自己及他人生命的建立與拆毀。 

    弟兄姊妹，我們的口是要讚美神，醫治人，而不要咒詛人、毀滅人，讓我們好好在神

面前反省、禱告，重新立志要勒住自己舌頭，謹慎說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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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駿麒宣教師(沙 8 區、沙奮區) 

行政助理： 李韋德 行政同工： 蔡碧翠、蔡榮欣 

工    友： 張嘉輝、關自力、袁麗兒、李宗翰   



 

         聖 餐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鄭韻莉 / 鄭詠怡 / 陳家能 

 

兒童聖餐(週日午堂)                  佘健誠牧師 

 

讀  經                林前 1:4-9 / 申 10:12-19 / 申 10:12-19 

 

宣  道        將教會最好的帶出來 / 做神喜悅的事 / 做神喜悅的事 

         

講 員           周力榮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張大華牧師 

 

回  應                 我深渴望 / 頌讚主心讚頌 / 頌讚主心讚頌 

 

聖  餐(六午及日早)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佘健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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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襄禮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13/8 
午堂 

鄭韻莉 
周力榮 
牧師 

將教會最好
的帶出來 

(林前 1:4-9) 
呂彩嫺 

佘健誠 
沙奮區 

沈沛 

呂彩嫺 鄭詠怡 黃國誠 杜穗菁 

14/8 
早堂 

鄭詠怡 

張大華 
牧師 

做神喜悅 
的事 

(申 10:12-
19) 

王桂芳 

王桂芳 
吳愛清 羅妹 

許佩紅 
羅偉真 

呂彩嫺 林德瑩 黎燕妮 何梓峯 劉詠儀 

午堂 陳家能 謝駿麒 

佘健誠 
陳振庭 林麗華

李鳳蘭 
梁建國 

謝駿麒 林偉漢 

區俊英 
鄭貴田 何健偉 江樹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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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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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午堂 

梁亦珩 

呂彩嫺 
宣教師 

「規管你的心」

（出 20:17） 

謝駿麒 沙綠區 
譚兆恒 

李艷珊 黃沅蘭 

21/8 
早堂 

蘇家淳 鄭嘉慧 

胡佩琼 張玉珍 

徐金勤 
林德瑩 

蘇禧約 梁秀英 劉詠思 

午堂 鄭詠怡 鄭詠怡 沙宣區 

羅偉成 

黃素心 林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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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基督教耀安教會堂主任周力榮牧師師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

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承蒙沙田堂職場事工顧問張大華牧師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

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4. 2022 年 7 月徵信錄，可於週刊內及教會網站的小組錦囊內查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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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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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有意請將履歷電郵stc@hkcccc.org
mailto:有意請將履歷電郵stc@hkcccc.org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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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南宣教士網上祈禱會(zoom) 

日期：8 月 21 日（週日） 

時間：下午 4:30-5:30（香港時間） 

內容：宣教士（石昱，哈小）分享和一起祈禱 

誠邀弟兄姊妹參加，為他們禱告守望！ 

＊參加者請向王桂芳牧師取 zoom 連結 

https://bit.ly/3NNSkNf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安息之所 

曲、詞： Rademaker Daphne 中文譯：郭詠儀、葉芷欣 版權屬 Vineyard Music 所有 

1.天是我寶座 地是我的腳凳 祢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 

有誰願意來聆聽我的心聲 哪裡是我安息之處 

2.天是祢寶座 地是祢的腳凳 我要為祢造何等的殿宇 

主我願意來聆聽祢的心聲 我心是祢安息之處 

副歌：在這裡 我心已為祢預備 我渴慕 祢住在我的心 

在這裡 我心是你安息之處 在這裡 我單單等候祢 

帶我進入祢的同在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萬軍耶和華 祢的居所何等可愛 

我羨慕渴想祢的院宇 我心腸肉體向祢呼籲 

帶我進入祢的同在 我不滿足 只停留現在 

帶我進入祢的同在 我心渴慕 祢永恆的愛 

副歌：願祢的榮耀 從天降下來 燃燒每顆愛慕祢的心 

願祢的榮耀 從天降下來 充滿這地與我們相遇 

全地宣告 
曲、詞：Noel Richards、Tricia Richards 

1.全地宣告 榮耀復活救世主  

祢是配得 救世主耶穌榮美 

2.我要宣告 榮耀復活救世主  

被殺羔羊 世人得與神和好 

副歌：祢是永永遠遠 在寶座上羔羊  

歡欣跪拜我主 我只想敬拜祢 

我深渴望 
曲、詞：Yordan Kurniawan 中文譯：高安妮、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天父 我呼求祢 來恢復我們的心 

讓為父的心意 轉向他們所愛的兒女 

吸引這個世代 感受祢的同在 來醫治恢復我們 

開啟祢的兒女 來經歷祢的大愛 祢的愛 

副歌：我的心 何等渴望(我深渴望) 祢恢復這 屬於祢的世代 

願祢國度 完全彰顯 在這地 就如同在天上 

(求祢來恢復醫治這地 垂聽我的禱告)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和撒那 

曲：Carl Tuttle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和撒那 和撒那 和撒那在那至高處 X2 

我們高舉祢名 心中充滿讚美 齊來高舉我主我神 和撒那歸萬王之王 

榮耀 榮耀 榮耀歸萬王之王 X2 

我們高舉祢名 心中充滿讚美 齊來高舉我主我神 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盡心盡性讚美祂 
詞、曲：Daniel Gardner 中文譯：陳世強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 我要用詩歌來讚美祂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 我要天天讚美祂 

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 祂配受極大讚美 

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 我要盡力來讚美祂 

親愛耶穌來 
曲：Beverley Sumrall (Cathedral of Praise) 詞：楊天恩牧師 

 耶穌願祢降臨 停留我內心中 唯祢被我歡迎 來居住我心 

這心作祢家 祢可順意 於我身上作一切祢愛的事 

親愛耶穌來 來接受我愛 讓我們再說祢是我們的一切 

親愛耶穌來 接受我們的傾訴 我們歡迎祢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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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據有幾千個(頌讚主) 
曲、詞：Matt Redman  Jonas Myrin 中文譯：Raymond Tam 版權屬孵化箱事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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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主賜我異象 

版權屬高接觸有限公司所有 

主賜我異象 來委身香港 主叫我看見 靈風在吹 
主叫我聽見 人心的呼喚 憑信望愛復興要降到這地 

副歌：我願眾膝歸降齊來敬拜主 我願眾口讚祂為生命主 
以禱告打開天庫 讓聖靈膏抹到 叫主美好旨意成就在這地 

Goodness Of God 
Music and Lyrics by Jenn Johnson, Ed Cash, Jason Ingram, Ben Fielding Brian Johnson Coypright by Betheal Music 

1.I love You Lord Oh Your mercy never fails me 
All my days I’ve been held in Your hands 

From the moment that I wake up Until I lay my head 
I will sing of the goodness of God 

2. I love Your voice You have led me through the fire 
In darkest nights You are close like no other 

I’ve known You as a father I’ve known You as a friend 
I have lived in the goodness of God 

Chorus: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faithful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so so good 

With every breath that I am able   
I will sing of the goodness of God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X2) 
With my life laid down I’m surrendered now I give You everything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1.主我愛你 祢的憐憫永不改變 
每一天 祢的恩手扶持我 
清晨當我睜開雙眼 直到我躺臥 
我要歌唱 神的良善榮美 

2.祢的聲音 領我經過水火試煉 
黑暗中 如此親近我的靈 
祢是我的天父 祢是我良友 
一生活在 祢的良善榮美 
副歌：一生信實對我顧念 
   一生美好待我 到永遠 
   一切所有生命氣息 
   我要歌唱 神的良善榮美 
**祢良善永看顧我 永伴隨我生命(X2) 
當我降服祢 我獻上生命 所有全屬於祢 
祢良善永看顧我 永伴隨我生命** 

建殿者的呼聲 
曲、詞：朱肇階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 在祢安息之處大有榮耀 
認識祢的知識充滿遍地 像水遮蓋大海 掀起我心 更要渴想祢 

我還活時要稱頌祢 因祢領我出埃及地 我要紀念主的約 因祢是信實 祢是耶和華以勒 
副歌：不依靠勢力 不依靠才能 惟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 

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 帶被擄的人歸回錫安 在聖所中如此瞻仰祢榮耀 
到那天我們就像做夢的人 聚集驚奇 神為我們行了大事 

祢的救恩不延遲 祢在我們中間 我們中間作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以馬內利 

保守我心 
曲、詞：朱肇階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1.現處至高者的隱密處 我誠然向祢坦露我的呼喊 
就算禍患纏繞我 災害掣肘我 我要單單愛神 捉緊主更多 

2.或有聲 或無聲 嘆息的禱告 祢也就近 眷顧 傾聽 我一一細訴 
如若有天 國與國之間 殺戮的聲音遮蓋我耳朵 我也堅信我神 不分畫夜 與我同在 

副歌：我要保守我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 一生中每道泉源 全由心中發出 
直湧到我靈深淵與聖靈深淵 不住呼應 永生神 以洪濤漫過我身 無盡恩典似浪覆庇我心 

10,000 REASONS (Bless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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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rus：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1. The sun comes up, it's a new day dawning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Let me b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2.You're rich in love, and You're slow to anger. 

Your name is great, and Your heart is kind. 
For all Your goodness, I will keep on singing; 

Ten thousand reasons for my heart to find. 
3.And on that day when my strength is failing 

The end draws near and my time has come 
Still my soul will sing Your praise unending 

Ten thousand years and then forever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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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Yes,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三日 
講員：周力榮牧師 
講題：將教會最好的帶出來 
經文：哥林多前書 1:4-9 

4. 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惠； 
5. 又因你們在他裏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 
6. 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在你們心裏得以堅固， 
7. 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8. 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 
9. 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一同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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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三日 

講題： 將教會最好的帶出來 講員： 周力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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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四日 
講員：張大華牧師 
講題：做神喜悅的事 
經文：申命記 10:12-19 

12. 「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敬畏
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13. 遵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為要叫你得福。 
14. 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屬耶和華－你的神。 
15. 耶和華但喜悅你的列祖，愛他們，從萬民中揀選他們的後裔，就是

你們，像今日一樣。 
16. 所以你們要將心裏的污穢除掉，不可再硬著頸項。 
17. 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他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至大的神，大

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賄賂。 
18. 他為孤兒寡婦伸冤，又憐愛寄居的，賜給他衣食。 
19. 所以你們要憐愛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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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四日 

講題： 做神喜悅的事 講員： 張大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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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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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幫助將教會最好的帶出來，做神喜悅的事，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
見證榮耀主 

3. 求主幫助我們口出恩言，要說讚美神，對己對人講出醫治人，建立和造
就的話，而不要咒詛人和毀滅人，讓我們好好在神面前反省和禱告，重
新立志要勒住自己舌頭，謹慎說話，說出恩言，建立生命！ 

4. 請禱告記念沙田堂探訪組於 20/8(六)出隊，求主加力賜福！ 
5. 沙苗區的小朋友學期結束，9 月份預備升班，特別記念升讀幼稚園、小一

及升中小朋友的需要，求主祝福他們新階段的學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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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委： 
1. 請為區俊英弟兄代禱，他下星期開始本學年開學會議及迎新，感恩準備

工作順利。繼續為年青人禱告，使他們在智慧、身量並神和人愛他們的
心，天天增長。也求主保守他和天父的關係，他和家人的關係，得以榮神
益人。他的父親早前在家中跌倒，需留院及進行物理治療，願主保守醫
治，使他有盼望。 

2. 請為李偉禾弟兄代禱，雖然他已經搬回原址居所，但還有幾個項目未完
成，希望往後進展順利。 

3. 請為劉子麒弟兄的工人姐姐代禱，她回鄉兩週，求主祝福她和家人相處
的時間。 

4. 請為鄭俊文弟兄和太太 Cherry 代禱，求主幫助 Cherry 有好的睡眠，因最
近她故地失眠。求主賜俊文有智慧去他面對煩重的工作，求主加力！ 

神學生： 
 請為葉智軒（Denny）弟兄代禱，他於 27/8（六）晚 8:45-10:15 舉行實

習分享會暨感恩祈禱會（zoom），藉此聚會，一同見證上主在他過去一
年實習期間上主的恩典，求主激勵弟兄姊妹一同參與，共證主恩。（參加
者可向王桂芳牧師取網上連結）   

肢體： 
1. 請為沙勉區胡照鈺姊妹代禱，她做了腰骨手術後，傷口痊癒很好，9/8 已

出院，然後要經常去医院做物理治療，學習行路，求主賜力！ 
2. 請為沙勉區曾金容姊妹代禱，感謝主她手術後，傷口已經穩定，9/8 轉往

大埔醫院學習行路，求主加力保守她，常常經歷主的平安和恩典。 
香港： 
 請為政府所定對疫情的政策代禱，一方面要遏止確診人數提升，要回落

到低水平，另方面，要幫助經濟復甦，求主賜智慧和能力，兩者能有好的
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