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崇 拜 程 序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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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閒話家常之「苦難」                                 呂彩嫺宣教師                                  
  近日 MIRROR 第 4 場紅館演唱會發生嚴重意外，表演時突然跌下 4 米乘 4 米巨型屏
幕，重擊 2 名舞蹈員震驚各界。正在螢幕下跳舞的李啟言（阿 Mo）首當其衝身受重傷，
正於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此事件也令很多人心靈受傷害和困擾。 
  今早打開電視又聽見一則新聞，一位外藉影星因交通意外，導致嚴重燒傷，正治理中。
似乎「苦難」、「死亡」、「危疾」、「病患」等，每日都圍繞著我們不停地發生，有近
的，也有遠的，甚致人人都要面對。 
  最近看過一篇長長的文章，題目：「在苦難中，以生命做出誠實的交代」，內文大概
記述溫偉耀博士過去幾十年的慘痛經歷、爭扎、選擇、放棄和得著。於 1987 年他先後痛
失父親和愛妻，孤單的他帶著傷痛，仍然要面對人生前路的重壓，要竭盡力氣地撐著照顧
兩名幼女，一名九歲，另一名只得六歲，她是一位先天嚴重智障、自閉、還有情緒失調和
暴力傾向行為的幼兒。他帶著幼女向多間學校叩門，可惜都一一被拒之於門外，不願意接
納她。溫博士心靈跌進極度痛苦時，他所信的讓他確切地知道，上帝絕沒有忘記他。他為
了照顧兩個女兒，放棄繼續進修神學，為了要快樂地活下去，他選擇不再折磨自己，不被
苦難打倒，而是讓自己有充足的精神和體力去迎接更難的明天。 
    二十年後幼女 26 歲，因病逝世，他又再次面對喪女之創傷。許多次當他的人生走到
極黑暗的幽谷，情感上已忍不住懷疑上帝的愛，靈性正面臨危機，他不止一次地反問自己
的信仰，真的是有根有據的堅持到底，直到見主面嗎？這個時候他就會翻開「主恩記事
薄」，一頁一頁慢慢地看，便發現神藉很多的艱難往事，都是一件一件主恩彰顯的記號，
數之不盡，此刻他的眼淚忍不住流下來了，因此他要紀念耶和華所做的，要紀念神古時的
奇事；他要思想祂所做的，默念神的作為。 

回想過往種種的困難，他為許許多多尋道者做出的一個誠實的交代。以前他用學問嚇
人，現在用心感受人；以前去醫院講“你好慘”只是掛在嘴巴講，現在能用心靈體會得到。
或許各種學問和成功，並不能真正服事中國。但今天的他已不再介懷自己本該有怎樣的事
業成就，因為頂尖的學術殊榮充其量只賺得別人的羡慕，唯有「受過傷的生命」，才能深
入和觸動這片土地。 
    聖經在哥林多後書 1：3-7 記載，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
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
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們受患難呢，是
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
們所受的那樣苦楚。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
同得安慰。 

使徒保羅在這段經文裏，前後十次講到安慰，他從神得到安慰，他也從信徒得到安慰。
他又用神賜給他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受患難，落在痛苦中的人，並且還鼓勵信徒不要怕
為基督受苦，因為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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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連皓晴 / 蘇家淳 / 鄭詠怡 

 

讀  經                              出 20:17 

 

宣  道                            「規管你的心」 

         

講 員                       呂彩嫺宣教師 

 

回  應                              是祢最重要 

 

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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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20/8 
午堂 

連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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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敏儀 

午堂 鄭詠怡 謝駿麒 

林少燕 植治威 
郭貝貝 

羅偉成 

陳慧絲 黃素心 林少燕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教會通告 

各位弟兄姊妹： 

收到兩位肢體確診新冠肺炎的消息，她們曾於前日（14/8）出席週日午堂崇拜。 

故請當日曾出席週日午堂崇拜的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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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每次崇拜前後都會安排工友作消潔和消毒，也會嚴格執行防疫措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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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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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午堂 

鄭詠怡 

陳智衡 
牧師 

耶穌進城 

(路 19:28-40) 

謝駿麒 沙 TY 區 
黎碧筠 

陳錦儀 陳淑彥 

28/8 
早堂 

趙振江 呂彩嫺 

羅妹 許佩紅 

吳愛清 
吳泳霞 

李仕波 何梓峯 張敏儀 

午堂 何啟康 謝駿麒 沙星區 
何錦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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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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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黃慧貞宣教師於 16/8（二）至 20/8（六）及 22/8（一）至 25/8（四）放假，請記念。 

4. 呂彩嫺宣教師於 21/8（日）〔下午〕至 26/8（五）〔上午〕放大假，請記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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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達坤弟兄及梁昭頤姊妹結婚典禮   
27/8/2022 (六) 3:00pm， 

假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舉行結婚典禮， 

請大家禱告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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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與沙田堂走過的日子（有感恩的元素） 

字數：不多於 1000 字（可附照片） 

交稿日期：9 月 25 日或之前 

*稿件可交給辦公室或電郵給教會 

若有任何查詢，可聯絡王桂芳牧師 

目的：讓人人都參予，祝福沙田堂在 40 年裡滿有主恩。 

參加資格：只要你有任何一樣東西均有 4 字及 0 字便可參加, 

例如：你的身份證、住址、電話、年齡、身高體重等，都可參加。 

途徑：「在面書 facebook」大家每天要留意，隨時有人會 tag 你，你便可以祝福沙田堂了。 

方法：1, 可做一個相同的動作 4 次，例如：拍 4 次手、跳 4 次、掌上壓 4 下等不同的創意動

作; 2, 完成動作後便說：「#沙田堂 40 週年生日快樂」。 

日期：9 月 14 日~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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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3NPlzz9 

https://bit.ly/3NPlzz9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Jesus Loves Me 耶穌愛我 

Songs and Lyrics：C. Barny Robertson / William Batchefelder Bradbury / Anna B. Warner 

中譯詞：清泉 Copyright by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1.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 They are weak, but He is strong 

Chorus: Yes, Jesus loves me(X3) The Bible tells me so 
2.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As He loved so long ago 

Taking children on His knee, Saying, “Let them come to Me.” 
3. Jesus loves me still today, Walking with me on my way, 
Wanting as a friend to give, Light and love to all who live. 

4. Jesus loves me! He who died, Heaven’s gate to open wide; 
He will wash away my sin, Let His little child come in. 

5. Jesus loves me! He will stay, Close beside me all the way; 
Thou hast bled and died for me, I will henceforth live for Thee. 

1.深知主愛像海深 在聖經中可證實 
仿似堡壘比天高 主的小孩祂擁抱 
副歌：主耶穌愛我 (X3) 有聖經告訴我 

2.當日被懷在腹中 在父家中多貴重 
天上響徹父聲音 「將他帶來歸給我」 

3.長大路途上滿佈 盡是主愛寫每步 
仿似好友伴細訴 祂的愛如光引導 

4.傾倒寶血為了愛  拆去一切的障礙 
沖洗粉碎罪枷鎖 心中小孩得釋放 

5.攀登山嶺渡低谷 活着歸予主基督 
歲月盡頭力花光 祂恩手仍捉緊我 

I Love you Lord 神我愛祢 
Songs and Lyrics：Laurie Klein Copyright by House of Mercy Music 

I love You, Lord and I lift my voice.  
to worship You o my soul, rejoice! 

Take joy, My King, in what You hear, 
may it be a sweet, sweet sound in Your ear.   

神我愛祢 全獻我歌聲 
崇拜恩主 心靈歡唱 
容我讚美 傳進祢心中 
但願我仿似音符 悅祢心意 

Give me Jesus 只要耶穌 
Written by Camaryn Avers, Oscar Gamboa, Gabriel Gamboa, & Abbie Gamboa. Copyright by UPPERROOM 

1.I don't want anything but You 
You're more than every dream come true  

All of the things I thought I wanted 
Don't come close to knowing You 

Now that I'm Yours and You are mine 
Our love is the secret that I find 
I'll spend forever in the pleasure 
I've found looking in Your eyes 

Chorus: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2. More than silver more than gold 
You are the treasure that I hold 

Now that I've tasted of Your goodness 
Nothing else will satisfy 

(I don't want anyone else I don't need anything else 
You are my one thing You are my one thing) 

1.除祢以外 我什麼都不要 
擁有祢 比所有夢想實現 還要好 
我自以為想要的一切 
都比不上 真知道祢 
我屬於祢 祢也屬我 
尋著了奧秘 那就是祢我之間的愛 
凝視祢雙眼帶來的喜悅 
我願永遠停留 
副歌：我要耶穌 我要耶穌 
   世上所有 我都可捨棄 
   世上所有 我都可捨棄 
2.勝過金銀 
祢是我緊抓不放的珍寶 
當我嚐過祢的美善 
別的一切 不再是我的滿足 

(我不求別的 我不要別的 
祢是我的唯一 最終極的唯一) 

 是祢最重要 
曲、詞：西伯 版權共享詩歌協會所有 

1.是祢重要 在我的心中最重要 重要是祢 全地其上全賴祢一一創造 

是祢親手鋪設宇宙繁星 於我祢給我是到底的拯救 

頌讚 跪拜 頌讚永歸我主 頌讚 跪拜 讓我心歸我王 

於天地裡再找不到比祢好 在我生命裡 

再找不到一個相比更重要 神是我一生中最深刻最重要 

2. 是祢重要 在我的一家最重要 重要是祢 危險困逼憑藉您一一過渡 

是祢恩手使這家溫馨倍添 於我這家也屬祢終生歸祢 

頌讚 跪拜 頌讚永歸我主 頌讚 跪拜 讓我家歸我王 

甘心樂意傳頌基督的救恩 讓這家奉獻 

榮耀都歸於祢皆因祢是愛 神是我一家中最深刻最重要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以感恩的心進祂的門 

詩集：新歌頌揚 185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我要以感恩的心來進入祂的門 用讚美進入祂的院 

我要說這是神所定意的日子 我要歡呼因祂使我喜樂 

副歌：祂使我喜樂 祂使我喜樂 我要歡呼因祂使我喜樂 

祂使我喜樂 祂使我喜樂 我要歡呼因祂使我喜樂 

感謝耶穌 
詩集：聖徒詩歌短歌集，299 版權屬美國見證出版社所有 

感謝耶穌因祢愛極深 感謝耶穌祢恩典廣大 

揚聲歌頌主祢聖名 讚美又讚美不停 

祢是我的一切 祢是我主 

舉目仰望 
曲：Chris Bowater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舉目仰望 仰望耶穌 仰望主耶穌榮光 

舉目仰望 仰望耶穌 仰望主耶穌榮光 

主是光 聖潔與真實全能神 主的榮光已臨到我們 

齊來宣揚 宣揚我主 因為祂慈愛永遠長存 

齊來宣揚 宣揚我主 因為祂慈愛永遠長存 

讚美之泉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從天父而來的愛和恩典 把我們冰冷的心溶解 

讓我們獻出每個音符 把它化為讚美之泉 

副歌：讓我們張開口 舉起手 向永生之主稱謝 

使讚美之泉流入 每個人的心間 

是祢最重要 
曲、詞：西伯 版權共享詩歌協會所有 

1.是祢重要 在我的心中最重要 重要是祢 全地其上全賴祢一一創造 

是祢親手鋪設宇宙繁星 於我祢給我是到底的拯救 

頌讚 跪拜 頌讚永歸我主 頌讚 跪拜 讓我心歸我王 

於天地裡再找不到比祢好 在我生命裡 

再找不到一個相比更重要 神是我一生中最深刻最重要 

2. 是祢重要 在我的一家最重要 重要是祢 危險困逼憑藉您一一過渡 

是祢恩手使這家溫馨倍添 於我這家也屬祢終生歸祢 

頌讚 跪拜 頌讚永歸我主 頌讚 跪拜 讓我家歸我王 

甘心樂意傳頌基督的救恩 讓這家奉獻 

榮耀都歸於祢皆因祢是愛 神是我一家中最深刻最重要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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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君王 
曲、詞 ：清風 版權屬絃獻音樂敬拜事工所有 

沒有配戴冠冕 沒有俊美的臉 忘懷尊貴謙卑降生 

領略人生苦痛 甘承受嘲諷 全是祢為我付上贖罪救恩 

為祢我要歌唱 為祢我要擺上 全然宣告基督作主 

諦造人生的美 豈能盡寫上 誰像祢愛為我如此徹底 

副歌：讓我歡欣敬拜頌讚主 歡呼敬拜頌讚祂 榮歸予祢配得稱讚耶穌得勝君 

萬世都因祢愛被變改 都因祢愛來俯拜 高舉祢是君王 頌讚主基督救贖愛 

耶和華以勒 
曲、詞：霍志鵬 版權屬同心圓 - 敬拜者使團所有 

耶和華以勒 我的供應 在恩典裡我永不缺乏 

耶和華我父 我的倚靠 在主手裡我永得保障 

副歌：讓我心稱頌恩主 祂有無限豐富 賜與我美好人生 

讓我口歌頌恩主 祂有無盡的愛 帶領我永不缺欠 

聖靈我們真歡迎祢 
曲：Chris Bowater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聖靈 我們真歡迎祢 聖靈 我們真歡迎祢 

1.求祢聖火焚燒我們 如今我們放下世上所愛 舉雙手深深渴慕祢 

2.願祢奇妙同在顯明 將祢心意教導祢的兒女 順從祢 跟從祢引導 

3.願祢旨意今日成全 在我身上完成新的工作 降服祢 毫無保留 

親愛聖靈 我們歡迎 親愛聖靈 歡迎祢來 

是祢最重要 
曲、詞：西伯 版權共享詩歌協會所有 

1.是祢重要 在我的心中最重要 重要是祢 全地其上全賴祢一一創造 

是祢親手鋪設宇宙繁星 於我祢給我是到底的拯救 

頌讚 跪拜 頌讚永歸我主 頌讚 跪拜 讓我心歸我王 

於天地裡再找不到比祢好 在我生命裡 

再找不到一個相比更重要 神是我一生中最深刻最重要 

2. 是祢重要 在我的一家最重要 重要是祢 危險困逼憑藉您一一過渡 

是祢恩手使這家溫馨倍添 於我這家也屬祢終生歸祢 

頌讚 跪拜 頌讚永歸我主 頌讚 跪拜 讓我家歸我王 

甘心樂意傳頌基督的救恩 讓這家奉獻 

榮耀都歸於祢皆因祢是愛 神是我一家中最深刻最重要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講員：呂彩嫺宣教師 
講題：「規管你的心」 
經文：出埃及記 20:17 

17.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本論： 
一、 不可「貪戀」，要「感謝」神賞賜 

二、 不可「比較」，要「知足」享平安 

三、 不可「忘記」，要「依靠」獨一 

思想問題： 

1. 你是一個容易落入比較的人嗎？什麼事會令你特別覺得不公平，或出現比較 

的心情？ 

2. 在你目前所遇到不公平的事件中，你當怎樣做才可「以神為樂」、「以神為滿

足」呢？可找弟兄姊妹分享後，彼此代禱並付諸行動。 

3. 十誡對你作為一個基督徒有什麼幫助？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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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講題： 「規管你的心」 講員： 呂彩嫺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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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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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幫助我們規管自己的心，常要「感謝」神賞賜，要「知足」享平安和要「依
靠」獨一的神！ 

3.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
各樣患難的人。」林後 1:4 求主幫助我們，若受苦時，經歷主所賜的安慰，去
安慰那些遭受患難，落在痛苦中的人，並且還鼓勵我們不要怕為基督受苦，因
為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4. 資訊科技祈禱會於 26/8 晚有聚會，記念在其中的肢體能在同行中互相支持和
得力，鼓勵其他同業肢體加入一起守望。 

5. 感恩！沙田堂有一班有心的肢體，定期一起踢足球，當中連繫老中青的肢體
一起比賽，從中互相建立，也在球場中有各人邀請的朋友一起分享當中的喜
樂。 

6. 感恩！沙少區上週六日有 69 人次出席兩日一夜營會，願主的話語繼續在各人
心中動工及發生果效，在各生命中扎根並堅信及認定自己在天國中屬靈兒女
的身份，以致在個人與天父的關係上能加深親密度，在生活中有力地作見證。
又願主引領各新朋友尋找主耶穌及加入小組的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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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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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的兒子顯信祈禱，他將於 9 月 1 日開學，在香港大學攻讀護

理系（護士）碩士課程，求主給他有好適應和學習。 
2.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聖靈更新她的生命，更敏銳主的心意事奉，建立生

命！求主保護她的父母的身心靈健康，更多認識和信靠主，經歷主的大能和
恩典！ 

3. 請禱告記念黃慧貞姑娘的大細佬代禱，他於 19/8 出發去孟加拉工作，求主保
守他一切平安。 

肢體： 
1. 沙少區陳達坤弟兄及梁昭頤姊妹將於 27/8 (六) 舉行婚禮，求主讓他們以禱

告進入婚姻關係，求主賜智慧給他們和各工作人員安排婚禮，主保守一切順
暢。求主賜福家人和親友更多認識基督教信仰和信靠主！在上帝的祝福，在
眾親友見證下，他們共訂婚盟，主預備他們身心靈進入新的人生階段，更多依
靠神和尋求神，靠著主的能力和所賜的信心，適應新婚的生活，更多經歷主的
恩典和愛，主的同在和同行，婚姻美滿快樂，見證主的榮美！ 

2. 請為患病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賜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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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請為警方能有智慧和能力去營救在東南亞的地方被騙徒禁錮的港人，主賜他

們平安回滿。求主賜港人有智慧地辨別及免於落人騙徒的圈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