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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事奉的點滴分享                                 鄭詠怡宣教師                                                                       
這星期參加了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安排的「候任牧師退修營」，三日兩夜在道

風山營地舉行，八位候任牧師在靜修時段，透過經文，反思牧養事奉的歷程及未來
的日子，亦彼此分享他們的歷程及反思，是按立為牧師前一個好好整理自己的機會。 

我在整理過程中，回想自己中五開始在小組擔任實習組長的事奉，與組長一起
禱告、計劃小組的每次內容、安排傳福音的機會、分配關心不同的組員，鼓勵組員
分享福音及帶朋友回小組，人數增長後又物色及訓練潛質組員成為實習組長，安排
分立慶典等等，這些帶領小組的經驗的確是作為全職沙田堂牧者好好的初體驗。因
組長的角色，年青時便學習聆聽、關懷別人、在重要時刻陪伴有需要肢體、培育屬
靈生命、為他人禱告守望，肢體情緒混亂時的回應等等，這些經驗與鍛鍊是我十分
珍惜的，亦是神預備我成為牧者的重要部分。 

另一方面，在我生命中有不同人守護著我、他們願意與我分擔、分享，當中包
括同伴好友、老師、牧者。過往牧職事奉中，當有遇到困難或挑戰時，我向老師、
牧者請教、約時間見面，他們總是十分樂意給予我時間，聆聽我的需要，分享他們
的人生經驗或事奉智慧，這些前輩的分享讓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甚至能幽自己一
默，就放鬆了；而我的同伴好友則容讓我在最無力時「不帶腦袋，享受躺平旅程」，
享受休息、享受美食、陪我哭、陪我笑！ 

最近一次講道，「在鄰舍中活出聖潔」，當中在尋找一些例子鼓勵大家愛鄰舍成

為日常，尋找中腦海浮現父母的生活行為中很多愛鄰舍的畫面，他們少少的行為表

達著對人的關愛、體恤，使我感恩，他們是願意付出而不斤斤計較的，我能承傳著

這份愛鄰舍的因子而感恩！ 

回想這些，年青時教會給我的信任與機會、好友前輩的幫助同行、父母的行為榜

樣，對我的影響及塑造是重大的，今天的我仍需要在神的手中不斷塑造，邁向更成

熟的生命，活在神帶領的道路上。沙田堂過去牧養了很多年青人，今日他們身處在

各行各業、在本地或海外，有宣教、有傳道，他們帶著神的教導在工作中盡力，在

神國度中用不同方式見證神、傳揚神。今天是青年主日，願沙田堂能延續對年青人

的祝福，給予信任、一同嘗試與承擔，同行。願我在青年時領受種種福份、恩典，

現今的年青人同樣能領受，盼望教會、好友前輩、父母，成為年青人前行的最大祝

福，阿們！ 
 

 

 

 
 

 

 

 

 
 

 

 

堂 主 任： 

牧    師： 

佘健誠牧師(沙約區、沙泉區、沙旺區、沙綠區) 

王桂芳牧師(沙勉區、沙星區、沙龍區、沙宣區) 

宣 教 師： 呂彩嫺宣教師(沙勉區)、黃慧貞宣教師(沙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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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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拜                        陳上言 / 鄭詠怡 / 何啟康 

 

讀  經                 提後 1:1-8 / 提後 1:1-10 / 提後 1:1-8 

 

宣  道      我們與信心的距離 /〔TEEN〕天路同行 / 我們與信心的距離 

         

講 員           梁柏堅先生 / 呂彩嫺宣教師 / 梁柏堅先生 

 

回  應                       求 / 有祢同行 / 奔跑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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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青少年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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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 
午堂 

陳上言 
梁柏堅 
先生 

我們與信心的距離 
(提後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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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EN〕 

天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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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與信心的距離 

(提後 1:1-8) 
謝駿麒 

吳澤甜 姜群歡   
林少燕 

羅偉成 

林峻廷 黃素心 甄國文 



 

 

 

 

 

 

 

 

 

 

 

 

下週沙田堂 40週年堂慶聯合崇拜 

暨新牧師就職典禮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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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直播： 
時間：晚上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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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敬拜 陳家能區長 

講員 王家輝牧師 

招待 
何強華、羅淑卿、黎燕妮、郭寶賢、李鳳蘭、馮正康、許珈潔、關錦榮、鐘嘉冠、 
李海鈴 

襄禮 林德瑩、羅偉真、林偉漢、李偉禾、區俊英、莫苑萍、葉智軒、何梓峯、羅偉成 

司事長 / 司事 羅偉成、方淑妝 / 高向陽、藍銳凌、黃素心、朱銘珊 

兒童小組 黃慧貞 

場務經理 鄭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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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突破機構副總幹事梁柏堅先生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2022 年 7-8 月財政報告及 2022 年 9 月徵信錄，可於週刊內及教會網站查閱 

4. 張大華牧師在執事會 whatsapp 群組分享今年 9 月 25 日是進入猶太歷法 5783 年，也是完結了安
息年，是進入新的工作，張牧師也想進入新的季節，故他決定向本堂執事會請辭職場事工顧問，
經各執事及同工了解後，在上主日（9/10）執事會通過接納張牧師的請辭，代表教會多謝張牧師
過去在本堂的服侍和幫忙，並祝福張牧師日後的事奉和方向，請大家在禱告中記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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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黃浩賢弟兄(黃慧貞宣教師的父親)的喪禮謹定於 27/10(週四)晚在大圍寶福紀念館堂設靈守夜，親
友於下午 4:30 後可前來吊唁。翌日(週五)出殯，上午 11:00 集合，11:30 舉行大殮禮，12:00 隨

即出殯，靈柩奉移往和合石火葬場舉行火葬禮。 

7. 莫苑珮姊妹(莫苑萍 Ida 的妹妹)的安息禮拜謹定於 29/10（六)上午 10:00 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國
際禮拜堂 1/F 禮堂舉行安息禮拜，禮畢靈柩奉移到歌連臣角火葬場進行火葬禮，誠邀弟兄姊妹屆
時出席送別苑珮。教會地址；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在疫情下，吊唁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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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hkcccc.org/commission2022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沙田堂 40週年感恩聚餐乘車方法 

 

 

 

 

 

 

 

 

 

 

 

 
駕車弟兄姊妹請留意： 

**若停泊在該酒店或旁邊露天停車場（綽德停車場），可享有 2小時免費泊車，如泊車超

過 2小時，該停車場則每小時收費$20，敬請留意。 

參加沙田堂感恩聚餐的嘉賓及弟兄姊妹，需先前進行快測（有名和日期）並拍成相片，因

酒店需要檢查。 

注意：當天申請泊車及參加兒

童小組，請於 17/10(一)下午六

時開始報名。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歌聲 
曲、詞：清泉 

全地震動 眾山傾倒於海心 我決不會動搖 

大海匉訇 眾水擊打於我身 我要高歌讚頌 

日頭昏暗眾星無光 我仍渴想等候  

秋雨降下看見甘霖 各族各方唱出新歌 

副歌：眾山歡呼 列國頌揚 這歌聲宣告 祢必拯救  

眾水順服 萬邦俯拜我主 

叫天歡喜 叫地快樂 遍地也高舉祢 我神永遠與我同在 

鼓瑟響起 號角吹奏 這歌聲呼喊我主得勝 眾心甦醒 站穩於這救恩 

止息刀兵 直到地極 世代已歸於祢 我王的國度降臨 

(縱然無花果樹未發旺 葡萄樹拒絕結果 神恩典讓我收割喜樂 

看着田野竟漸變荒漠 羊群也盡都消亡 但神大愛為我栽種盼望) 

樹 
曲：Justin Rizzo 中文譯：郭靜汶 版權屬孵化箱事工所有 

我極渴望 不被動搖和不被震動 好讓我向深處扎根 

在祢裡面不被動搖或震動(X2) 

副歌：而我 我渴望成為一棵樹 栽在溪水旁邊 是活水的泉源 

(這是我的詩歌 這是我禱告 到末後 到末後) 

Found Faithfull 
Songs and Lyrics by Justin Rizzo Copyright by Forerunner Music 

*I wanna be found faithfull I wanna be found steady 
I wanna be found faithful Until the end* 

(I want to live before Your eyes 
I want to stay before Your gaze 

Just keep me steady here All my days) 

*我要對祢忠心 我要為祢堅定 
我要對祢忠心 到末後* 

(我渴望活在祢眼光 
我渴望居住在祢眼前 
求讓我這一生 為祢堅定) 

求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彌賽亞音樂中心所有 

我的主是祢的教導 儆醒禱告 不要灰心 

我的主是祢的話語 只需相信 必可得到 

也許今天不見動靜 彷佛找不到一點蹤影 

教我心堅固完全相信 神賜下的應許 

副歌：求告祢的必不至失望 尋找便必找得到 

求賜我信心開心中的眼 讓我看見那不可見的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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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敬拜 
曲：Sondra Corbett 中文譯：凌東成 版權屬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所有 

全心敬拜 全心歌唱 高呼祢全能 

全心敬拜 全心歌唱 和平在祢的手中 

崇敬感恩 來自我的心底 

全心敬拜 全心歌唱 專一愛著祢 

十架犧牲的愛 
詞：馮鑑邦、高思敏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所有 

耶穌捨身十架 主祢為我犧牲 誠然擔起我的憂患 背負我的痛苦 

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 流出寶血 救恩湧流 讓我罪得赦免 

祢被世人離棄淩辱 至死不退縮 喝下那苦杯 全然成就救贖 

副歌：我主犧牲的愛 祢為我的過犯 撇下榮耀尊貴 降下捨身拯救 

十架犧牲的愛 眾罪已得潔淨 祢是奴僕君王 耶穌真神羔羊 

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 
詞、曲：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你和我是天父愛的創造 每個人有最美的夢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擁抱 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 

副歌：我們愛 因神先愛我們 

雖祢我不一樣 我們一路唱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們愛 因神先愛我們 心再堅強 也不要獨自飛翔 

只要微笑 只要原諒 有祢愛的地方 就是天堂 

有祢同行 
曲、詞：鄧淑儀、陳玉彬 版權屬基恩敬拜所有 

人海裡最終找到是祢 有悲有喜都經得起 

我深信這一切為我預備 勇敢去走只因身邊有祢 

回望人生裡 祢與我一起 無懼冷風帶給的痛悲 

若是軟弱無力的跌倒了 是祢扶持我再起來奔馳 

副歌：神啊 祢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 

我若數點 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時候仍和祢同在 

祂永遠都不會撇下我 哀慟了的人 祂必安慰我心 

祂永遠都不會撇下我 引領我足印走出黑暗*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願諸天歡呼歌唱 
曲、詞： 河用仁 版權屬萬國敬拜與讚美所有 

願諸天歡呼歌唱 同聲宣揚父神榮美 

願一切被造世間的萬物 齊來讚美祂榮耀 

副歌：一切高山深海歡呼歌頌 彰顯神的權能和祂大作為 

一切全地四方揚聲歡唱 慈愛公義真神 

創造我的主宰 賜寶貴生命 祂名已被高舉 遠超過一切 

全能君王要在榮光中降臨 讚美祂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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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我愛祢 
詞：David Amadeus Geraldean & Ps. Philip Mantofa  曲：David Amadeus Geraldean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祢愛 對我堅定不移 感謝 祢恩典和憐憫  

有首歌從我心升起 只想單單敬拜祢 

副歌：耶穌我愛祢 耶穌我愛祢 走過人生四季  

祢愛永不止息 耶穌我愛祢 

耶穌我愛祢 耶穌我愛祢 聽我全心呼求 祢應許都堅定 耶穌我愛祢 

奔跑不放棄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每個狂風暴雨裡 祢同在在那裡 每個難處低谷裡 祢恩典在那裡 

每個傷心失望裡 祢愛我愛到底 在祢愛的光中 我得著能力 

副歌：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榮耀高舉祢的名 我跟隨不懷疑 

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這愛的路程裡 我奔跑不放棄 

**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至失望 

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五日、十六日（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員：梁柏堅先生 
講題：我們與信心的距離 
經文：提摩太後書 1:1-8 (新標點和合本) 

1.  奉神旨意，照著在基督耶穌裏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
羅 

2. 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
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3. 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祈禱的時
候，不住的想念你， 

4. 記念你的眼淚，晝夜切切地想要見你，好叫我滿心快樂。 
5. 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基

心裏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 
6.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

來。 
7.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8. 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

恥；總要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五日、十六日（週六午堂、週日午堂） 

講題： 我們與信心的距離 講員： 梁柏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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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六日（週日早堂） 
講員：呂彩嫺宣教師 
講題：〔TEEN〕天路同行 
經文：提摩太後書 1:1-10 

1. 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穌裏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2. 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

你！ 
3. 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祈禱的時候，不住地想念你， 
4. 記念你的眼淚，晝夜切切地想要見你，好叫我滿心快樂。 
5. 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基心裏的，我深信也

在你的心裏。 
6.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7.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8. 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總要按神的能

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 
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

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裏賜給我們的。 
10. 但如今藉着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才表明出來了。他已經把死廢去，藉着福音，

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 
大綱： 

（一） 親密關係 

（二） 肯定勸勉 

（三） 陪伴同行 

反思： 

1. 你有屬靈的兒女嗎？你對他最大的屬靈影響是什麼？  

2. 你怎樣看時下的青少年人？從保羅的種種榜樣中，那一項可以幫助你成為青少年人的

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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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六日（週日早堂） 

講題： 〔TEEN〕天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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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堂第四季裝備站課程 

信徒生活 
此課程透過每堂的專題，去探討基督徒在信仰和生活中應有的特質，從而在行事為

人上與蒙召的恩相稱。                                  網上報名： 

導師：謝駿麒宣教師 

日期：30/10/2022-29/1/2023（星期日，共九堂） 

時間：下午 2:30-4:00（每堂 1.5小時） 

地點：視像上課 

費用：免費 

要求：已信主和完成初信栽培 

截止日期：23/10/2022                        網址：https://bit.ly/3BiU3ah 

備註：此課程包含洗禮班部份內容，在 2022年開始參加此  

      課程後才可報名參加洗禮班 

 

 

 

 

 

 

 

 

堂數 日期 課堂內容 

1 30/10 認識上主 

2 6/11 持守真道 

3 13/11 禱告敬拜 

4 20/11 召命人生 

５ 4/12 支持同行 

６ 18/12 作主門徒 

７ 8/1 鄰舍社會 

８ 15/1 工作家庭 

９ 29/1 恩賜事奉 

 

 

 

 

 

 

 

 

https://bit.ly/3BiU3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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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賜福青少年在主的愛和真理中成長，經歷上一代對他們的祝福和教導，並成為

一代（兒童）的榜樣！求聖靈充滿他們，得著主賜的異象，能夠靠主得力，滿有信
心地去實踐，活出生命的豐盛。 

3. 求主加恩賜力予我們成為年青人的同路人，透過與他們建立親密關係，對他們肯定
勸勉和陪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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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預備實習神學生來教會服侍，建立生命！ 

同工： 
1. 請禱告記念：黃慧貞宣教師的父親於 9/10（日）主懷安息，求主安慰家人，賜下平

安和盼望，經歷主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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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為沙田堂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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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士：請為李偉良韓昱家庭代禱： 
1. 感謝神！但以理國際學校的課程已順利獲得教育部認可，這是申請學校牌照的第一

步，求主繼續保守學校的章程批核程序，以及建築工程能順利完工。 
2. 為四位公司同事舉辦的十次午餐查經已經結束了，感謝神其中一位負責招生的女同

事信了主，另外三位負責建築監工的工程師都對真理加深了瞭解，求聖靈感動引領
他們歸向主。 

3. 七十歲的校長 Dr. Thomas Penland 夫婦來訪兩個月，求主看顧他們的身體及出入平
安。 

4. 求主帶領學校的宣傳，讓更多人認識 DIS，預備足夠的報讀人數 （相信一定蒙應
許）。 

5. 感謝神，小兒李蘅順利升讀大學，並且投入校園生活，健康喜樂。求主憐憫、引領
兩個孩子走主的道路。 

宣教同工：請為太陽家庭代禱： 
 太陽家庭的旅遊居留證申請被拒絕了，因有這記錄，轉城市也不可申請。即或他們

轉做學生簽證或者工作簽證的話，也需要更多時間去禱告及探索（現在的簽證 1/12
到期）。當收到消息時他們感到失望及沮喪，主藉祂的話和應許，及弟兄姐妹的愛
和關懷，使他們經歷主的安慰同在及平安。他們將會在 12 月回港述職及放假，期
望日後可以繼續留在天空之城。太陽已經開始物色可以給他提供工作簽證的工作機
會，求主預備和引導他。他們深明作為天父兒女，無論在任何的境況，在神裡面找
到喜樂、平安和最大的安全感，也不用為明天感到憂慮。求主引領他們未來的宣教
路，在過程中經歷主的看顧和歷練，生命更新。 

肢體： 
 梁玲姊妹（李梅蝶和梅艷的母親）於 9/10（日）主懷安息，求主安慰家人，並求主

保守喪禮的籌備順暢，賜家人平安和盼望，經歷主恩！ 
香港： 
 聖公會聖約翰座堂於上月底舉行了「頌唱晚禱崇拜」，紀念剛去世的英女王，讚揚

她是一位為人民、國家獻上一生的忠心僕人。女王曾表示，她的服侍是從基督教信
息中支取力量，並盡她所能時刻相信上帝，深信上帝能幫她度過無論好與壞的時間。 
求主幫助我們都能從中學習，活著是要做正確的事，常常緊靠上主，學效成為懂得
榮耀主的忠誠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