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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萬族萬民禱告」                                 鄭嘉慧宣教師                                                                       
差傳小組於九月份開始推出「為萬族萬民禱告」行動，每週由同工以 whatsapp

轉發給各小組，為期一年。目的是讓大家可以隨時隨地為不同地域(本地、近文化和
跨文化)的福音需要禱告之外，同時，也為沙田堂和竹居台的宣教工人以及正在進行
本地福音工作的弟兄姊妹守望。讓大家每週都能為不同地域和不同群體的福音需要
來禱告。 

中華福音使命團國際總幹事朱昌錂牧師在《今日華人教會》期刊中曾經說過：
「在今天普世差傳運動上，基督徒所面臨的一個最大挑戰，不是信心認獻，不是短
宣體驗，甚至不是投身宣教行列；而是在一切外在活動以先，每一位基督徒須成為
有能力的代禱者，為教會復興及福音廣傳禱告。」 是的！我們可以透過禱告向上帝
呼求祂差派更多的人為祂收取莊稼，讓福音傳到地極，因為主耶穌說：「莊稼多，工
人少；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派工人去收割他的莊稼。」(太九 35-38) 我們在禱
告中能體會到上帝對失喪靈魂的著緊和愛，激發我們對普世宣教的熱心，正如彼得
後書三 9 提到：「主決不耽延他的應許，像有些人以為他是耽延的一樣；其實他是
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滅亡，卻願人人都悔改。」這是上帝對萬族萬民的心意。雖
然我們未必能去到世界各地傳揚福音，但是，我們能在任何地方運用禱告的權柄為
萬族萬民對福音開放的心靈鬆土和爭戰，引領他們能回應上帝的呼召而回轉。 

今年是沙田堂 40 週年，我們讚美上帝是創造萬族萬民的上帝，祂在 1982 年
感動灣仔堂的一班弟兄姊妹決定由灣仔植堂到沙田，開展了沙田堂的歷史，在社區
中作見證、佈道、社關，發揮教會的使命，上帝一直以祂的信實及慈愛保守了教會、
供應了教會，一路走到今天，除了是上帝的憐憫和恩典之外，再沒有別的叫祂的教
會仍然能存留到今日。上帝讓教會在世界中存在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因為世人都
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彼後三 9)，人陷在罪裡是需要耶穌基督的救恩。因此
差傳小組未來三個月會為著本土、近文化和跨文化的群體禱告，好讓天國的福音能
被傳遍，讓萬族萬民都認識上帝的名，敬畏祂。 

順勢地作個宣傳，差傳小組已在九月份推出了為本地學生及貧窮人口禱告，十
月將會為內地和亞洲區的福音需要禱告，十一月將會為作基督徒極度危險的國家、
最多福音未及之民的國家、人口販運最多的國家和最多難民的國家禱告。若你是小
組組員的話，你的區牧或組長已在每週轉發給你禱告記念了。若你不是小組組員，
而又想每週都收到代禱消息的話，請將聯絡電話和姓名交給教會同工，差傳小組成
員將會與你聯絡。願上帝透過大家的禱告將祝福臨到萬族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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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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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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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同工： 蔡碧翠、蔡榮欣 工    友： 張嘉輝、關自力、袁麗兒、李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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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道                            如何對待貧窮人 

         

講 員                        佘健誠牧師 

 

回  應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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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8/10 
午堂 

鄭嘉慧 

佘健誠 
牧師 

如何對待貧窮人

（利 25:35-43） 

呂彩嫺 沙綠區 
黎碧筠 

朱銘珊 待定 

9/10 
早堂 

鄭嘉慧 呂彩嫺 

袁海梅 黃麗𣶼 

黃靜仁 
林德瑩 

陳偉業 黃麗𣶼 梁秀英 

午堂 葉智軒 謝駿麒 

麥永強 翁綺雯 
劉泳雅 

何錦培 

張博文 何健偉 江樹棠 



 

 

 

 

 

 

 

 

 

 

 

 

 

 

下週青少年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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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 
午堂 

陳上言 
梁柏堅 
先生 

青少年主日 呂彩嫺 沙奮區 

沈沛 

杜穗菁 李艷珊 

16/10 
早堂 

鄭詠怡 
呂彩嫺 
宣教師 

青少年主日之 
陪你多行一步 
(提後 1:2-5、
13，3:10、15) 

鄭嘉慧 

袁海梅 黃麗𣶼 

黃靜仁 
吳泳霞 

李仕波 劉詠思 黎燕妮 

午堂 何啟康 
梁柏堅 
先生 

青少年主日 謝駿麒 沙龍區 

羅偉成 

黃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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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沙田堂堂委選舉初步候選人邀請信已寄出，請收到邀請信的弟

兄姊妹禱告考慮，無論答應與否，請於 23/10(日)前將回條郵寄/傳真

26373800/WhatsApp: 90148353 傳回辦公室，願我們一起關心教會的

需要。 

3. 下週六，日崇拜是青少年主日，敬請留意，並準時出席崇拜。 

4. 鄭詠怡宣教師於 9/10（日）前往馬頭圍基督教會證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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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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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2022 年度按立牧師感恩崇拜 
日期：202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７點                                    網上直播：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 

注意：進入中文大學校園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作登記及 

使用「安心出行」，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當晚另設網上直播，可登入：https://sl.hkcccc.org/commission2022。 

**崇拜中將有八位宣教師按立為本會牧師，其中兩位是本堂鄭詠怡宣教師和謝駿麒宣教師，

誠邀各位弟兄姊妹出席和觀禮，一起見證他們按立為牧師，同頌主恩。** 

對象：在英國弟兄姊妹、同工、執事 
請禱告記念有美好連結，相聚 

https://sl.hkcccc.org/commission2022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日日夜夜 

曲：曾祥怡 詞：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耶和華 祢大榮耀降臨 在地上如天上的敬拜 

祢是我們的神 我們是祢子民 因祢榮耀 我不住敬拜 

2.我受造是為了敬拜祢 我受造是為了榮耀祢 

祢是我們的神 祢與我們同住 因祢榮耀 我不住敬拜 

副歌：聖哉 聖哉 聖哉 昔在今在永在 榮耀 榮耀 榮耀 配得頌讚愛戴 

聖哉 聖哉 聖哉 全地向祢跪拜 尊貴榮耀 都歸寶座羔羊 

**日日夜夜 不停獻上 禱告如香 不停升起 

日日夜夜 不停獻上 讚美獻祭 永不斷續** 

敬拜祢 
詞、曲：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敬拜祢 全能主上帝 祢的慈愛高過諸天 

我張開口 舉起雙手 降服於祢 歸榮耀給祢 

2.敬拜祢 全能主上帝 祢的能力充滿全地 

在祢面前 全然順服 因祢掌權 在全地之上 

副歌：榮耀 榮耀 配得榮耀 全地向祢歡呼 如眾水的聲音 

聖潔 聖潔 祢是聖潔 全地向祢跪拜 不住唱哈利路亞 

祢坐著為王 
曲、詞：Glory Cheung版權屬鹹蛋音樂事工所有 

 1.縱使山崩塌 地也震動 不必驚怕 世界雖黑暗 仍未塌下 今得光照 

2.在聖所之處 祢的聲音 滿有能力 在眾水之處 祢的聲音 滿有榮耀 

副歌：上帝會掌管每時刻 祢是 君王 願祢賜祝福與平安 盼望 與拯救 

(願祢晝夜同往 我的心要仰望 榮耀大君王) 

**祢坐著為王 坐著為王 坐著為王 坐著為王 

坐著為王 坐著為王 永遠坐著為王**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曲、詞：馬啟邦 編曲：潘盈慧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天父祢名是多麼美 榮耀遍全地 在禱告良辰 靜觀祢的美 

恬靜 我沉默主座前 毋用多片言 在禱告前 祢已清楚我需要 

*求賜我信心的眼睛 風暴裡仍舊恬靜 全獻我順服的心靈 由祢全權來帶領* 

副歌：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 求祢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今日 我求問主的國 求問主的義 王的旨意 如陽光遍地彰顯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國度權柄榮耀 全屬祢直到永遠**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有敬拜的聲音發出 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們神要做新事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 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異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副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 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聖靈引領看見新的異象 祢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全地至高是我主 

詞：甄燕嗚 曲：黎雅詩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願靈內甦醒 心獻頌讚歌聲 投在祢的翅膀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 高唱頌讚新歌 琴和應瑟奏鳴 樂韻歌聲齊賀 

副歌：全地至高是我主 各邦一致頌揚 

讓這歌盡獻主 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 

恩慈 信實 並賜下寬容饒恕 

生命成尊貴 
曲、詞：清風 版權屬絃獻音樂敬拜事工所有 

看祢手所造的天與地 常叫我讚歎主功偉大神奇 

雲霧裡散發光線 海裡倒影主創造 微風裡陶醉 祢莫大美妙主啊 

聽祢所編織的音韻聲 憑節拍裡高呼唱頌聖名 

同唱哈利路亞 齊聲感恩歸主 願獻上我一生去頌讚 

副歌：無窮是祢恩 厚厚豐足我生命 沿途帶領我靈魂 每步覓救恩 

完全是祢恩 叫生命成尊貴 原來要活得精彩 怎可以沒祢 

主祢的慈愛 
詩集：新歌頌揚，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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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呼求(粵) 
曲：曾祥怡 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共聚這刻渴望尋見祢 心切切呼求我主 離開一生所有的惡行 一心單單跟我主 

1.願屬祢的子民百姓 也滿有主祢的心 回轉單單歸向主父神 全城來復興 

2.但願這家國只屬於祢 盼祢掌管全地 憐憫恩典充滿於這地 榮耀再次降臨 

副歌：齊心的呼叫阿爸父 在這裡願同遇見主  

祢已看見也定然聽見 祈求父祢恩典 

同心一起到祢跟前 全因祢是榮耀救主 全城跪拜盼望齊興起 一起禱告祢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有敬拜的聲音發出 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們神要做新事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 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異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副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 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聖靈引領看見新的異象 祢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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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盡我一生 
曲：Benson Chan、詞：李俊霆 版權屬原始和聲所有 

副歌：願盡我一生敬拜頌讚 活著要高舉祢愛 此生驚嘆 

願獻出禱告與祈盼 祢再來 施恩手於世間 

患難困苦中祢會營救 萬物歎息只盼祢施恩拯救 現我只想與祢同去 終此世 居於祢愛裡 

1.心所盼看到祢榮面 儘管還未兌現 只相信 祢應許不會缺少 我緊靠主恩典 

2.心所盼看到祢能力 非黑暗可匹敵只因 死蔭幽谷能逾越 祢必眷顧念記 

(主愛熱切 仿似烈火 主的愛是眾水也不熄滅  

刀劍禍困 生老病死 都不隔絕與主愛永一起)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曲、詞：方文聰  編：Philia Yuen 版權屬Worship Nations X玻璃海樂團所有 

1.主 祢是我亮光 是我生命的保障 主 祢是尊貴 祢是可畏 是我的高臺 

2.主 祢是我牧者 是我生命的安慰 主 祢是拯救 祢是寬恕 是我的盾牌 

*抬頭吧 別再被勞役 降服吧 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 獲釋放祢國要彰顯* 

副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 

我要不惜一切 順服祢訓示 盡情地 獻上 作活祭 

差遣我 
曲、詞：周巽倩 中文譯：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生命 帶希望入人群中 

主告訴我如何付上我的關懷 將溫暖帶入世界 

(我看到靈魂中的憂傷 孤獨中人的心在角落顫抖) 

副歌：差遣我 差遣我 我願付出我所有 差遣我到需要祢的人群中 

充滿我 充滿我 用祢愛來充滿我 再一次緊握他們的手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有敬拜的聲音發出 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們神要做新事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 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異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副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 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聖靈引領看見新的異象 祢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十月八日、九日 
講員：佘健誠牧師 
講題：如何對待貧窮人 
經文：利 25:35-43（新漢語譯本） 
35. 要是你的兄弟貧乏了，他在你那裏手頭拮据，你就要幫助他，讓他與你一起生活，

像寄居者和客旅一樣。 
36. 不可向他收取利息或高利，你要敬畏你的神，讓你的兄弟與你一同生活。 
37. 你不可為利息才給他銀子，也不可為了高利才給他食物。 
38. 我是上主你們的神，是我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賜給你們迦南地，要作你們的神。 
39. 要是你兄弟在你那裏貧乏了，將自己賣給你，你不可奴役他，令他為奴為 

僕。 
40. 反而他要像雇工，像客旅一樣，跟你一起生活，服侍你直到禧年。 
41. 然後他可以離開你，他和他的兒子可以歸回他的家族去，歸回他先祖的產業去。 
42. 因為他們是我的僕人，是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不可被賣作奴僕。 
43. 你不可嚴苛地管轄他，你要敬畏你的神。 

本論： 

（一） 幫助他們（利 25:35-38） 

（二） 公平恩待他們（利 25:39-43） 

（三） 總結 

思考問題： 

1. 從這段經文，你看見上主的治國法則跟別國法則甚麼不同？ 

2. 為上主要求祂的子民要這樣對待貧窮人，原因何在？ 

3. 我們屬於天國的子民，為何我們要將上主的法則實踐在地上？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月八日、九日 

講題： 如何對待貧窮人 講員： 佘健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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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海山、馮惠茵信徒宣教士 工場：泰國南部                                 

2022 年 10 月 

 

  首先恭喜大家，因為返香港終於不用隔離了，現在是 0＋3，很快便會 0＋0。

這意味着大家可以離港外遊，特別是來泰國探訪我們。各單位的短宣/訪宣隊，你們

準備好了嗎？ 

  感謝神！剛過去的 7－8 月我們一家四口終於可

以回港述職，這是我們多年的祈盼！一踏進隔離酒店，

感到香港依舊是那麼冷！原來冷氣設定了 18 度，哈山

的鼻感敏又發作了。我倆在酒店中工作及陪孩子玩樂，

孩子是最享受隔離的。在港短短的個多月，我們到不同

單位匯報、分享、講道、帶領活動和招募宣教工人；又

到銀行辦理文件、更換身份證、續領駕照及做各項身體

檢查⋯⋯可謂節目豐富。最感恩的是有時間陪伴家人，特別是阿小的爸爸。阿小的媽

媽 2020 年過身，我們終於能到她的墓前悼念。這次回港另一大感恩事項是神讓我

們接觸了 3－4 個有興趣到泰國傳福音的單位，盼望神繼續使用我們興起更多宣教

工人。抱歉我們一家來去怱怱，未能與大家逐一見面，因孩子新學年又開學了。按

計劃我們每年暑假都會回港的，不過或許不足一年我們與大家已經能在泰國見面呢！ 

  經過一輪繁忙的香港生活，我們回到

泰國卻更加忙碌。孩子學校的開學日是 8

月 15 日，但我們回到泰南已經是 8 月 16

日，回泰南第一要緊的便是安頓他們的新

學年生活。今年新校長上任，有很多改動：

上學時間提早、課程及課節變動、全校更

換新校服⋯⋯另外，哈朗的一位同學上課一

星期多便退學了(現在班上只剩下兩人，他

及另一位同學)，哈樂又無故被調班，實在為作為家長的我

倆增添了壓力。 

  回港前組織的家長小組，在

我們回港期間亂子頻生。一對夫

婦關係惡化，他們又與另一對夫

婦產生了嫌隙。回來後我倆要從

中斡旋，希望修補他們之間的關

係。現在小組雖然稍有阻滯，但

感恩我倆仍然能與他們保持關係，阿小已經與其中一個 



 

太太 Ji 做了四次初信栽培。初回泰國，神又讓阿小再次收割果子——帶領了但以理

國際學校的一個職員信主，這也有賴各位基督徒同事之前的撒種和翻土工夫。初信

者名叫 Cherry，是一位單親媽媽。Cherry 對信仰十分認真，阿小很快便與她做了

三次初信栽培。另一方面，哈山有機會與但以理學校的職員分享聖經，又被邀請到

鄰近省份的教會講道。我倆亦正與曼谷的國際教會 ICA 聯絡，繼續探索在泰南建立

國際教會的可能性。 

  但以理學校的事工進展迅速，整個建築工程已完成了超過 6 成，部分地方也開

始了內部裝修。裝修部分是最令哈山頭痛的，因為學校美觀與否，很大程度在乎裝

修師傳的手工，我們則要確保他們的手工合乎標準。採購方面，為減省開支，我們

會從中國大陸訂購部分傢俬，哈山也被迫要使用 WeChat 了。未來我們還要在泰國

穿洲過省，走訪不同的家居用品公司、音響電器公司、園林擺設公司等等。 

  外藉校長 Thomas 到來，阿小的工作便更忙碌了。多次的家長座談會、茶聚和

大型的講座等，事前的聯絡和預備工作，事後的檢討和跟進工夫都不少。宣傳工作

還包括大型海報、網絡上的宣傳、影片及宣傳品等。工作繁重，但效用成疑。早前

的一個大型講座，我們預訂了一間酒店的展覧廰，邀請了記者傳媒，安排了食物和

各項活動，同時也讓參加者預先網上報名。可是到講座當日，出席的人數卻較報名

的少了超過一半。阿小感到很失望，一方面覺得花這麼多人力物力換來的「回報」

實在太少了，另一方面又擔心學校收生不足。對於一間沒有背景的新校，收生已經

不容易，現在學校還未建成、牌照還未獲批、老

師還未開始聘請，對泰南這邊的家長來說，讓孩

子進來就讀的確是有風險的。然而，我們深信掌

管一切的是神，我們參與其中只能盡力做可以改

變的事，其他一切改變不了的就只能交托及仰賴

上帝的保守和帶領，不是被動地等待，而是熱切

期盼神在無可能的事上彰顯神跡。 

 

 

代禱事項 

1. 求主保守哈朗、哈樂各方面的成長，讓他們泰文進步、更多朋友、靈命更新。 

2. 求主祝福家長小組，給我們智慧處理問題。 

3. 求主加力讓阿小的栽培得心應手，Ji 及 Cherry 的生命能穩健地成長。 

4. 求主親自帶領整個但以理學校的事工，讓我們團隊合作無間，工作順利。 

5. 10 月中我們會接待曼谷 ICA 教會的短宣隊，請為到各項活動安排及探索建立教

會的事情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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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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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主的使命！ 

2. 求主幫助我們作為屬神的子民要按上帝的法則去對待貧窮人，實踐主的心意。 

3. 求主激勵我們成為有能力的代禱者，為教會復興及福音廣傳禱告。透過禱告向上帝

呼求祂差派更多的人為祂收取莊稼，讓福音傳到地極，並讓信徒們以不同的方式（禱

告、奉獻、短宣或長宣）參與宣教服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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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康幼稚園： 

1. 踏入十月家長們開始遞交 2023 年度申請入讀幼兒班報名表，求主加添學生。 

2. 十一月教育局將前來本園進行三天的質素評核，求上帝加添我們的智慧與能力，作

好準備！ 

同工： 

1. 感恩！鄭詠怡宣教師和謝駿麒宣教師於 16/10（日）晚上按立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

區會的牧師！求主賜恩加力給他們，聖靈充滿他們，恩膏他們，在新的牧職上更能

發揮他們的恩賜和才幹，主賜他們的權柄祝福保護群羊，牧養和興起生命，在這時

代中見證榮耀主！ 

2. 請為蔡碧翠姊妹和蔡榮欣弟兄的嫲嫲祈禱，因在老人院中有人確診，她被送往啟德

隔離中心，求主保守她的身體不受病菌的感染。 

神學生： 

1. 請為葉智軒弟兄代禱，新學期開始，他的功課和事奉忙到不可開交，在有限的時間

中，又貪心想做更多。願他能好好整理時間表，讓他做當做的工作，接觸當接觸的

人，適當的作出拒絕，願他能完成主給他的「份」，在主裡面從新得力。 

2. 請為何梓峯弟兄代禱，1.為學習希臘文代禱，比想像中困難，需要學習不同的語法。

2.為他自己的心代禱，求主繼續保守，學會順服。 

肢體： 

1. 請為魏珊珊姊妹代禱，她的紅斑狼瘡症在 7 月底復發，仍在適應加藥後的副作用。

求主憐憫，叫她的病情穩定和蛋白尿消失。學園差傳部服侍方面，正在重新啟動各

地短宣，請禱告記念各樣聯絡和安排。 

2. 請為邱鎮威（Lok）弟兄代禱，感恩今年他能夠實體進入校園服侍講普通話語言的

同學，與他們開展啟發小組；求主帶領申請宣教上的溝通有神的心意和保守，以及

籌款方面經歷神更多地恩典與供應。 

香港： 

 伯特利神學院柏褀中心研究發現：年輕信徒需要的，不是以往教條式的教導，而是

希望受重視、得到聆聽、理解和明白。年青信徒著重反思信仰，希望屬靈生命中有

同行的引導者，多於門訓或具指標的訓練。求主帶領這研究報告能幫助教會，更能

貼切地牧養年青信徒，將年輕人面對的困難和掙扎，轉化成協助他們成長的契機。

一起反省、探索，並一起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