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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麒一會             社關服侍與信仰再思(二)          謝駿麒牧師  

上文提及社關服侍是信仰本質，將神託付我們的福音，傳遞給有需要
的人，耶穌是行動實踐者。 

如果從十九世紀看，當時敬虔的基督徒看見戰爭和工業化所帶來的社
會問題，於是他們在社會發起關懷行動，建立了多所學校、孤兒院和醫院
等機構，服侍和照顧有需要的人。還建立了訓練服侍者的中心，以訓練女
信徒為服侍者，亦稱她們為女執事（Deaconess）。以「Diakonia」這字詞漸
漸被歐洲教會、其他地區教會等等組織，用來指向教會和信徒在社區作的
服侍「社關我服侍」。 

李志剛牧師在《基督教與香港早期社會》一書中說，最早來港傳道的
牧師認為 1842 年 3 月底到港的美國浸信會牧師叔末士（John Lewis Shuck）
和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而叔師母同年十月便在港開設第一所
女校。而教會和信徒所作的社關服侍，由去過到現在從無間斷。今天香港
不少診所、醫院、學校和社福機構，皆是由教會或基督教組織營運。中華
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也以辦學為社區服侍和福音工作，只是我們一般稱這些
工作為「醫療服務」、「教育服務」和「社會服務」，而不是「Diakonia」。 

最後用兩個「社關服侍」之定義鼓勵沙田堂弟兄姊妹： 

1. 基督教社關服侍是教會的關顧職事，它是行動的福音，其表達方式是
愛鄰舍、建立包容的社區、照顧受造之物及爭取公義。 

2. 基督徒以言語和行動作其受託的福音服侍，以回應人的需要，是建基
並彷效基督的服侍與教導。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定義提醒我們，福音已經臨到我們身上，但並
未完結和停止，看見每一個敬虔的生命，就是行動福音的成果。今天我們
對福音作回應，以行動福音繼續在社會彰顯和延續天國的愛和公義。行動
的福音是你和我在生活和社會中尋找和實踐的可能性。鼓勵你們，在尋找
信仰內在的充滿的同時，聖靈必然讓你看見在社會中生命的需要，以行動
回應這份看見。鼓勵你們，分別時間出來，進入社區用耶穌的眼睛去看生
命，尋找耶穌的身影，將愛鄰舍的教導，繼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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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祟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陳上言 / 陳文豪 / 陳家能 

 

讀  經                         詩 119：105-112 

 

宣  道                           祢的話 Super 

         

講 員                        呂彩嫺宣教師 

 

回  應                    祢的話 / 祢的話(粵) / 祢的話 

 

家事分享及祝福        謝駿麒牧師 / 佘健誠牧師 / 謝駿麒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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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 
午堂 

陳上言 

呂彩嫺 

宣教師 

祢的話 Super 

(詩 119：105-

112) 

王桂芳 沙綠 - 肥雞組 

黎碧筠 

李艷珊 黃浣蘭 

18/12 
早堂 

陳文豪 鄭嘉慧 

劉詠思 劉詠儀 
張敏儀 

林德瑩 

陳希晴 劉詠儀 彭寶珠 

午堂 陳家能 謝駿麒 

蘇燕玲 張樂穎 何錦培 

關錦榮 方懿 林少燕 



 

 

 

 

 

 

 

 

 

 

 

 

 

 

 

 

下週聖誕節洗禮聯合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敬拜 連皓晴區長 

講員 王桂芳牧師 

招待 何強華、羅淑卿、郭寶賢、陳少英、麥永強 

襄禮 林德瑩、莫苑萍、羅偉真、林偉漢、鄭嘉慧、呂彩嫺、李偉禾、鄭俊文 

司事長 / 司事 羅偉成 / 方淑妝、黃素心、陳淑彥 

兒童小組 黃慧貞 

場務經理 謝駿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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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詠怡牧師於 13/12(二)至 21/12(三)放大假，請記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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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donation2023 

誠聘會計及行政幹事 

誠聘會計： 

本堂誠聘會計一名（全職或半職），須高中畢業，主要負責會計及辦公室行政等工作，

能獨立處理全盤帳目及製作報表，持 LCCI 1 或以上，熟悉運用 Excel，可休星期日。

誠聘行政幹事： 

誠聘行政幹事一名，須高中畢業，主要負責文字、雜務及崇拜等工作，須星期六及日

上班。重溝通和注重團隊精神。 

有意請將履歷電郵 stc@cccstc.org，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只作

招聘用途） 

https://bit.ly/stcdonation2023
mailto:stc@cccstc.org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從世界的盡頭 

Songs and Lyrics： Ryan Kondo、Bryan McCleery、Sean Downs、Natasha Downs、Christian Lester 

Copyright by Forerunner Music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You’ll hear our song 
Glory to the righteous One (Glory to the righteous One) 

[When every nation, tongue, and tribeWill be to You a spotless bride 
And this song that we now raise is hastening the day] 

*You will have Your inheritance, Jesus Starting with my heart* 
**Hallelujah our Bridegroom is coming 

Hallelujah He will reign** 

從世界的盡頭 將聽見我歌唱 
榮耀歸與公義主 (榮耀歸與公義主) 
[各國各族各民各方 成為祢無瑕疵新婦 
我們先發出這歌聲 催促那天來臨] 
*祢會擁有祢的產業 耶穌 從我心開始* 
**哈利路亞 新郎即將再來 
哈利路亞 祂掌權** 

Holy Forever 
Writen by Chris Tomlin Copyright by Bethel Music 

1.A thousand generations falling down in worship 
To sing the song of ages to the Lamb 

And all who've gone before us and all who will believe 
   Will sing the song of ages to the Lamb 

[Your name is the highest Your name is the greatest 
Your name stands above them all 

All thrones and dominions All powers and positions 
Your name stands above them all] 

*1.And the angels cry: "Holy“ All creation cries: "Holy" 
You are lifted high, holy Holy forever* 

2.If you've been forgiven and if you've been redeemed 
Sing the song forever to the Lamb 

If you walk in freedom and if you bear His name 
Sing the song forever to the Lamb  

We'll sing the song forever and amen 
*2. Hear your people sing: "Holy“ To the King of Kings: "Holy" 

You will always be, holy Holy forever* 

1.萬代聖徒 俯伏敬拜 
亙古常存讚歌 歸羔羊 
先前的世代 將來的信徒 
都將亙古讚歌 歸羔羊 

[祢名為至高 祢名最偉大 
祢名立於一切之上 
高於眾皇座與國權 高於所有權勢權位 
祢名立於一切之上] 

*1.眾天使呼喊：聖潔！凡受造呼喊：聖潔！ 
聖潔主祢被高舉 祢聖潔到永遠* 

2.萬代聖徒 俯伏敬拜 
來唱永恆讚歌歸羔羊 
你若得了自由 披戴主名 
來唱永恆讚歌歸羔羊 
我們唱永恆讚歌歸羔羊 阿門 

*2.祢百姓高唱：聖潔！對萬王之王唱：聖潔！ 
聖潔主祢被高舉 聖潔到永遠* 

Holy And Anointed One 
Song and Lyrics by John Barnett Copyright by Bethel Music 

Jesus, Jesus Holy and Anointed One Jesus 
Jesus, Jesus Risen and Exalted One Jesus 

*Your name is like honey on my lips You Spirit like water to my soul 
Your word is a lamp unto my feet Jesus I love You, I love You* 

**Jesus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X3) 
More than anything More than anything ** 

耶穌 耶穌 祢是聖潔受膏者 耶穌 
耶穌 耶穌 復活主配受尊崇 耶穌 
*祢聖名真甜蜜滿我口 祢聖靈像活水充滿我 
祢話語是我腳前的燈 耶穌我愛祢 我愛祢* 

**耶穌我愛祢 我愛祢 我愛祢(X3) 
遠超過一切 遠超過一切** 

Way Maker 開路者 
曲、詞：Osinachi Okoro 版權屬 Integrity Music 所有 

1. You are here, moving in our mids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working in this place,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2. You are here, touching every hear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healing every heart,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3. You are here, turning lives around,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mending every heart,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 (You are) Way maker, miracle worker,  
Promise keeper,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God, that is who You are 
**that is who You are (X3) Oh that is who You are** 

(Even when I don't see it, You're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feel it, You're working, 
You never stop, You never stop working, 
You never stop, You never stop working) 

1.祢在這 在這裡運行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祢在這裡 動工在這地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2.祢在這 觸摸每個心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祢在這 醫治每顆心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3.祢在這裡 轉化每個生命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祢在這裡 修補每顆心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祢是)開路者 行神蹟的神 
堅守應許 黑暗中的光 
我神 這就是祢主* 

**這就是祢主 (X3) 噢 這就是祢主** 
(即使我看不到 祢仍運行 
即使感覺不到 祢仍運行 
祢不停息 祢不停止運行 
祢不停息 祢不停止運行) 

祢的話 
曲：祁少麟 詞：葉薇心 版權屬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所有 

我將祢的話語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祢 免得我遠離 

主啊 與我親近 我愛祢聲音 作我腳前的燈 作我路上的光 

副歌：天地將要過去 祢的話卻長存 天地將毀壞 祢的話卻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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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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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戴祂為王 
曲、詞：Sharon Damazio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擁戴祂為王 擁戴祂為主 奇妙神 安慰師 全能真神 

以馬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 祂要掌權到永遠 祂要掌權到永遠 

祢的愛 
曲、詞：金培達 版權屬影音使團有限公司所有 

誰能似祢 為我可犧牲一切 為我安排 這美好生命光輝 

在十架顯明 恩惠與真情 能讓我安寧 指引我路程 

天父 願祢知道 我的生命全憑祢得勝 

副歌：是祢的愛 令我心靈得歡樂 共那信心 去面對將來 

人生雖然充滿阻礙 前路祢會為我開 

是祢的愛 令我心靈得歡樂 共那信心 去面對將來 

如今我但願我的生命裡 時刻充滿著祢的愛 

十架的冠冕 
曲、詞：伍偉基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路是難走 但比起祢的十架路 我今天算甚麼 來起身再走過 

遇著痛苦 祢亦經過世間苦與樂 祢的救贖愛海 我得勝和釋放 

副歌：凝望著十架的冠冕 仰望祢渡過每天 

祢體恤我的軟弱 明白我親身處境 

無論遇著困苦憂愁 祢亦會在我身邊 

祢興起我的生命 我今得到信心 面對挑戰 

祢的話 (粵語) 
曲：祁少麟 詞：葉薇心 版權屬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所有 

我將祢的話語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祢 免得我遠離 

主啊 與我親近 我愛祢聲音 作我腳前的燈 作我路上的光 

副歌：天地將要過去 祢的話卻長存 天地將毀壞 祢的話卻長新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獻給我天上的主 

曲、詞：霍志鵬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 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 主祢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 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 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 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 為祢我獻上活祭 (為祢我化作活祭) 

主祢慈愛何等寶貴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神啊祢慈愛上及諸天 祢信實到達穹蒼 祢公義如同高高的山 祢判斷彷似深淵 

神啊祢慈愛上及諸天 祢信實到達穹蒼 眾生靈同蒙主的救護 祢愛是眾生的倚靠 

副歌：主祢慈愛 是何等的寶貴 來尋求在祢翅膀下的庇蔭 

主祢慈愛 是何等的寶貴 來在殿裡得飽足 

喝祢樂河的活水 唯有祢是生命源頭 在祢光中我必得見光 

主祢永遠與我同在 
曲：Bo & Elsa Jarpehag 中文詞 ：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危難臨到我信靠祢 深知祢必領我渡過 祢信實為我堅持到最後 

當暴風雨向我靠近 有祢同在我不至畏懼 祢是我的牧者 我所依靠 

每個夜 每一天 我知祢永遠在身邊 

副歌：主祢永遠與我同在 在祢裡面沒有改變 

祢的堅定 從昨日 到今日 一直到永遠 

靠祢豐盛應許站立 我的未來在祢手中 堅固磐石 全能真神 我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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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話 
曲：祁少麟 詞：葉薇心 版權屬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所有 

我將祢的話語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祢 免得我遠離 

主啊 與我親近 我愛祢聲音 作我腳前的燈 作我路上的光 

副歌：天地將要過去 祢的話卻長存 天地將毀壞 祢的話卻長新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十八日 
講員：呂彩嫺宣教師 
講題：祢的話 Super 
經文：詩篇 119：105-112 

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106. 你公義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 

107. 我甚是受苦；耶和華啊，求你照你的話將我救活！ 

108. 耶和華啊，求你悅納我口中的讚美為供物，又將你的典章教訓我！ 

109. 我的性命常在危險之中，我卻不忘記你的律法。 

110. 惡人為我設下網羅，我卻沒有偏離你的訓詞。 

111. 我以你的法度為永遠的產業，因這是我心中所喜愛的。 

112. 我的心專向你的律例，永遠遵行，一直到底。 
大網： 
一、 神話語大有功效〔V105〕 

二、誓死遵行神的道〔v106 – 112〕 

思想： 
1. 神的話語在你生命裡的位置如何？ 

2. 神的道能道入的心嗎？它如何改變你的生命？ 

3. 試數算神話語在你身上的功效？有感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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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十八日 

講題： 祢的話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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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四季裝備站課程 

 

 

 

 

藝術靈修工作坊〔只設現場實體〕 

目的 :  

我們日常生活非常繁忙和急促，沒有半點空間靜下來思想神，再加上疫情的影響，

心靈沈重，人際疏離，我們都須要安靜下來，有個人的心靈空間與神對話。藝術

靈修希望透過畫畫，沉澱心靈，與內心情感交流，釋放情緒和壓力，讓心靈產生

平靜、從中領略和諧、寧靜和喜悅，從中找到了新的希望。 

形式 : 

詩歌、經文、畫畫、默想經歷神和分享。  

要求 : 

每堂一張水彩畫。從水彩調色和運筆默想過程中，放慢腳步默想經歷神，不抗拒

水彩繪畫的弟兄姊妹。 

毋需具備任何繪畫基礎，學員不限年齡，工作坊重點在靜修默想，不是教畫畫技

考，經驗過程大於作品，課堂上不用比較，只須畫出自己當時的所思所想。 

要準時，不可缺課，第五課戶外必須出席。    

講員 : 呂彩嫺宣教師 

地點時間：親子室 3/2/23、10/2/23、17/2/23、24/2/23〔週五晚上 8:00pm – 

9:30pm〕 

戶外 : 4/3/23〔週六 9:30am – 3:00 pm〕  

費用 : 每位 $150 

名額 : 10個 

截止日期 : 18/12/2022                         

  

日期 課堂內容 

3/2/2023 幽谷中的一點光 

10/2/2023 色彩心理學 

17/2/2023 生命力 

24/2/2023 星空 

4/3/2023 天父世界 
 

http://bit.ly/3EIgJCH 

網上報名： 

最後機會
把握報名 

http://bit.ly/3EIgJCH


 

沙田堂 2023年第一季裝備站課程 

   
 
 
 
 
 

 

 

 

 

創世記查經班 -(四層查經法) 

此課程將採用基督徒查經團契的四層查經法查考創世記記，透過每天閱讀、記錄

反思、小組分享和聆聽別人的四種方式來認識經卷。 

簡介：創世記是認識神的基礎，是一本打穩信仰基礎之書，告訴我們世界是怎麼

來，人從哪裡來，我們為甚麼在這裡，神又期望我們做什麼。 

作者介紹了神的選民一以色列民族是怎麼開始，並且神要藉著這民族向世 

界啟示祂自己救贖計畫，並藉著這民族的一位後裔，神要把對人類的救恩

賜給我們。所以，創世記是聖經的基礎書卷，其餘的聖經書卷都是建基於

它上面，神最初創造和救贖的目的，完全應驗在新天新地中，對今日的基

督徒十分重要，創世記是神對你和我的邀請，要我們「打穩基礎」。 

導師: 王桂芳牧師、鄭詠怡牧師 

形式：ZOOM網上授課 

日期：2023年 10/2、24/2、10/3、17/3、24/3、31/3、14/4、21/4、28/4 

(逢週五) 共九堂                     

時間：晚上 8:00-10:00 

對象：凡渴慕神的話語，願意學習新的查經模式及培養讀經的習慣 

要求：已信主，願意委身於每課的思考問題(約兩至三題)及積極參與 

收費： $20                                            網上報名： 

報名：網上或實體報名（崇拜後） 

截止日期：29/1/2023(日)                               

 

 

 

                                                       http://bit.ly/3uy5g2x 

http://bit.ly/3uy5g2x
http://bit.ly/3uy5g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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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教會明年 2023 年沙田堂事工中心禱告，全年主題：共聚．共證，讓我們在這

動盪的世代中，信徒之間能彼此連繫、相聚、支持和同行，讓我們滿有力量共同在

這世代中見證上主。 

2. 求主幫助我們以行動福音繼續在社會彰顯和延續天國的愛和公義。求聖靈讓我們看

見在社會中生命的需要，在生活和社會中尋找和實踐的可能性。求主幫助我們分別

時間出來，進入社區用耶穌的眼睛去看生命，尋找耶穌的身影，將愛鄰舍的教導，

繼續實踐。 

3. 天氣下降，請禱告記念沙勉區長者體弱多病，求主保護，免去流感和新冠病毒的的

侵襲。 

4. 禱告記念沙少區於 24-25/12 的平安聖誕露營夜的參加者，能在活動中記念主耶穌

基督降生的意義。求主保守天氣合宜和各人平安。 

5. 請為 24/12 的聖誕嘉年華會的籌備和當日的服侍代禱，求主激勵弟兄姊妹一起參

與，彼此配搭，一切順暢，分享主愛，祝福參加者，求主激勵和帶領街坊和弟兄姊

妹的家人參與，經歷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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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英中學： 
 20/12（二）有聖誕崇拜，求主賜恩加力給講員和見證分享講出主的心意，激勵人

心，並賜福給學生們透過當日的信息分享，更多認識耶穌，明白福音，信靠主！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有健康身體祈禱，求主讓他有穩定的生活，多作運動和食得清淡，

各方面身體指數都正常。 

2.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主賜恩加力她的事奉，並賜她智慧和信心於 25/12 的聖誕

崇拜中講道的預備和宣講，能激勵生命，未信者認識福音，歸信主，經歷主的豐盛！  

3. 請為謝駿麒牧師代禱，在新的職份上，在不同崗位的學習，求主賜他智慧和能力去

回應主。 

肢體： 
1. 請為於 25/12 接受聖禮的弟兄姊妹代禱，成人洗禮：沙勉區：何艷玲、王蕙卿；沙

靖區：劉泳雅；嬰孩洗禮：曹希童（父：曹彥熹，母：黃韻儀）；何望祈、何望意
（父：何騰駿，母：李詠斯）；趙恩禧（父：趙展漢，母：陳健樂）；朱恩 （父：
朱瀚星，母：老樂芝）；歐陽誠德（父：歐陽冠麟，母：陳永妍）；陳予謙（父：
陳灼輝，母：黃偉娟）；高愛嘉、高信溢（父：高輝文，母：林芳）。求聖靈充滿
他們的生命，主賜福予他們，一生信靠和跟隨主，活出召命，見證榮耀主！ 

香港： 
1. 請為香港的疫情禱告，最近過萬宗確診個案，表示疫情仍嚴峻，求主憐憫及保護香

港市民，尤其是老幼和長期病患者，主賜智慧予政府有好的應對。 

2. 最近多宗工業意外，導致工人死亡，求主賜智慧予政府做嚴密的監管各地盤和工業

場所，督促老板和員工做足防禦的措施，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