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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麒一會                   理財之道           謝駿麒牧師 

1 嗐！你們這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號咷（豪桃），因為將有苦難

臨到你們身上。 

2 你們的財物壞了，衣服也被蟲子咬了。 

3 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銹；那銹要證明你們的不是，又要吃你們的肉，

如同火燒。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儹錢財。 

4 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你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

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 

5 你們在世上享美福，好宴樂，當宰殺的日子竟嬌養你們的心。 

6 你們定了義人的罪，把他殺害，他也不抵擋你們。 

雅各書教導好實務，期待聖經教導能夠進入讀者生活中，讓信徒

能表裏一致實踐信仰。從雅各書 5:1-3 雅各警告當時富有的人，讓讀

者發現財富的人危險是他們看見不見神。 

財主指的是地主 (5:4），有什麼災難令財主由心嚎啕大哭，應是

他看為最重視的人或事失去，造成極大的打擊。2-3 節說明因他們所

積蓄財富化為無有，雅各形容好像火燒的程度一樣悲痛，全因財主視

錢財為一生最重要，與上文 4 章雅各指出財物對比永恆的救恩一無事

處。眼裏被賺錢蒙蔽下，在處事中也看不見神的教導。 

5:4-6 雅各指出眼裏無神的不義財主的罪名，用剋扣工人當得的

工價，來賺取更多的錢，目的要過一個｢世上享美福，好宴樂｣的生活，

｢好宴樂｣是過一個奢華的生活。錢財本身中性，人一生以工作賺錢，

享受工作得來的分，但要確定的態度和價值觀賺取。當時工人有兩種，

一是奴隸，二是自由民，自由民多是貧窮或以工作扺債的人。羅馬時

代，鼓勵地主在自己的莊園中擔起審判者的角色，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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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文化讓成地主變為土皇地，莊園裏自己就是法律，他們特別雇用

自由民多，無權無勢。這正是雅各指問題，人心不足，蛇吞象。犧牲

別人的利益，在 6 節嚴重性，不只莫視工人的需要，對一班無能還錢

的工人，得不工價就面對捱餓，多很是餓死，間接用別人生命換取自

己期待的奢華生活。 

  雅各另一方面指出地主以流人血得來的錢，不公義錢會為工人發

出冤聲，工人冤聲也是直達神的耳中，雅各｢發出冤聲｣引用舊約中該

穩殺亞伯，亞伯的血從地土中發出哀聲一樣，指出當中的嚴重性，當

財主作出不公義的事時候，神審判的日子就開始，必然定他們的罪名。  

從雅各對地主的指責，看見古人早已經知道錢能腐蝕人心，財富使人

看不見神，只為滿足自己慾望，無視生命需要，無視神教導，令不公

義的事發生。 

現代社會欺壓沒有停下去，貨價不斷高漲，市民被迫要接受高物

價的生活，可能掌權者控制價格高低，目的為要賺取更多的利潤。世

界各地也有因為勞資糾紛，而進行擺工和工業行動，為的追求工作中

薪水。 

香港也面對問題，工業意外發生帶出公司對雇員安全設備不足問

題，背後理財之道，沒有顧及員工生命安全。工時與薪酬不相稱，超

時工作是正常，準時放工被扭曲為異常，無視員工生活需要。努力工

作卻因公司政策，反被減薪，勞資糾紛和行動不能斷發生。 

雅各在經文中問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理財之道有沒有神?會

否無視了生命的需要?我們睜開眼晴去看清楚，自己的財富有什麼能

力和危險性，如何以神的道來管理理財?  

抗疫的士服務，在今年 1 月 14 日停止服務，劃下他們在疫情嚴

重時為市民需要作出的貢獻。有權位如果能不只為著自己利益，而是

看見社會中需要作出行動，世界未必更和平和喜樂，但我看見神的教

導踐行在人間，正是雅各期待信徒在什麼環境下，信仰信心與行動是

相稱。 
 

（全文完） 
 

 

 

 

 
 



 

 
 
 
 

 
 
 
 

         祟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連皓晴 / 李偉禾 / 陳家能 

 

讀  經                            彼前 2:9-10 

 

宣  道        今時唔同往日 / 我是誰-被召的群體 / 我是誰-被召的群體 

         

講 員          呂彩嫺宣教師 / 鄭詠怡牧師 / 鄭詠怡牧師 

 

回  應               恩典太美麗 / 此生順服 / 此生順服 

 

家事分享及祝福       鄭詠怡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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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午堂 

連皓晴 
呂彩嫺 
宣教師 

今時唔同往日 
（彼前 2:9-10） 

黃慧貞 沙少 - 坤組 

尹穎欣 

黃浣蘭 邱凱琪 

29/1 
早堂 

李偉禾 
鄭詠怡 
牧師 

我是誰- 
被召的群體 

（彼前 2:9-10） 

佘健誠 

羅合群 陳連志 
彭寶珠 

吳泳霞 

李仕波 吳愛清 黃麗𣶼 

午堂 陳家能 
鄭詠怡 
牧師 

王桂芳 

蘇燕玲 李鳳蘭 梁健國 

林峻廷 何健偉 甄國文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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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午堂 

鄭韻莉 

佘健誠 
牧師 

勇敢迎接新挑戰
（書 1:1-9） 

鄭嘉慧 沙奮 – 康組 
尹穎欣 

李家琪 李詠彤 

5/2 
早堂 

蘇家淳 謝駿麒 

徐金勤 羅妹 
胡佩琼 

羅偉真 

蘇禧約 梁秀英 黎燕妮 

午堂 黎雪釵 鄭詠怡 沙星區 

羅偉成 

林少燕 方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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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桂芳牧師於 29/1(日)前往協和堂崇拜證道，請記念。 

3. 蔡碧翠姊妹於 2 月 1 日正式離任，感謝姊妹多年在沙田堂一直盡心、委身服侍，願主
帶領姊妹未來的每一步，滿有主恩！ 

4. 本堂已聘請黃淑敏姊妹為本堂會計，並已於 2023 年 1 月 26 日上任，她的辦公時間
為每週一至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00，週六上午 9:00 至中午 12:30，敬請留意，並
代表教會歡迎黃姊妹加入本堂行政同工團隊，願上主親自賜福她的服侍。 

5. 中國宣道神學院神學生彭灝凌弟兄（David）將於 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到本堂週末
實習，主要實習牧區是沙少區和沙苗區高小班。請記念 David 在沙田堂的參與。 

6. 週日午堂培英 306 室轉播房，因近期使用需要較少，2 月開始暫停使用，並取消即場
轉播，請留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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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苗區小天地 

對象：1.5 歲至 3 歲小朋友 

時間：逢星期日 11:30a.m-12:30p.m 

地點：培英中學 205 室 

內容：親子敬拜、奉獻、聖經教導、手工、遊戲活動可以有一位家長陪同參與活動。 

 

**由二月份開始，為方便導師預備活動，小天地活動每週需在星期三前報名參加，如報名人數少於 4

位人，小天地活動會取消一次。小朋友可安排參與幼班活動，或在大堂崇拜。 

 

逢星期一辦公室會以 whatsapp 形式發放報名表。敬請家長留意。 

https://bit.ly/stcdonation2023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榮美的救主 

曲、詞：Henry Seeley  中文譯：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耶穌 榮美的救主 復活全能真神 榮耀君王 

神羔羊 聖潔和公義 尊榮的拯救者 明亮晨星 

天使高聲齊頌揚 萬物都屈膝來敬拜祢 

副歌：何等奇妙 何等榮耀 超乎萬民之上 配得尊崇 

何等奇妙 何等榮耀 耶穌我主 超乎萬名之上 耶穌 

**我要永遠敬拜 耶穌我愛祢 耶穌我愛祢** (耶穌 榮美的救主) 

Great are You Lord 
Written by Jason Ingram、David Leonard、Leslie Jordan Copyright by Integrity's Alleluia! Music 

You give life, You are love You bring light to the darkness 
You give hope, You restore Every heart that is broken  

祢是愛 賜生命 祢的光 驅走黑暗 
賜盼望 祢恢復 每一顆破碎的心 

Great are You, Lord 
*It's Your breath in our lungs 

So we pour out our praise, we pour out our praise 
It's Your breath in our lungs 

So we pour out our praise to You only* 
(All the earth will shout Your praise 

Our hearts will cry, these bones will sing 

*祢氣息 在我心 
我們傾倒讚美 傾倒讚美 
祢氣息 在我心 
我們傾倒讚美 傾倒讚美 只為祢* 

(全地歌頌祢聖名 
我心呼求 枯骨歌唱 

Great are You, Lord) 

Good Good Father 
Songs and Lyrics by Chris Tomlin Copyright By Ssixstepsrecords 

*You're A Good, Good Father 
It's Who You Are(X3) 

And I'm Loved By You   
It’s Who I am(X3)*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X2)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To Us] 

這就是祢 這就是祢 這就是祢  
我是祢所愛 
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 
因祢是我完全的天父(X2) 
因祢是我完全的 阿爸天父] 

深深愛祢 
詞、曲：Robert & Lea Sutanto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切慕祢單單尋求祢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力愛祢 敬拜祢讓祢榮耀充滿全地 

*Deeper In love with you Deeper In love with you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thing in Life 

Deeper In love with you Deeper In love with you 

Oh how I love you Lord 

副歌：深深愛祢 耶穌 深深愛祢 耶穌 

      我愛祢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愛祢 耶穌 深深愛祢 耶穌 

      哦我愛祢耶穌 

恩典太美麗 
詞、曲：盧永亨 版權屬音樂 2000有限公司所有 

1.這天同聚於主聖殿 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 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2.這天同聚於主聖殿 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 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副歌 1：恩典太美麗 無甚麼可取替 唯求將心全然給主 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神 傾心傾意愛別人 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3.這天降服於主腳前 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 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副歌 2：衷心去讚頌 神極重的恩惠 獻我一生傳揚福音 來證實主愛何寶貴 

請觀看稻田 主的莊稼在面前 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忠於使命 不惜一切來回應 能事奉祢是最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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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愛祢 
詞、曲：Robert & Lea Sutanto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切慕祢單單尋求祢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力愛祢 敬拜祢讓祢榮耀充滿全地 

副歌：深深愛祢 耶穌 深深愛祢 耶穌 我愛祢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愛祢 耶穌 深深愛祢 耶穌 哦我愛祢耶穌 

惟有祢 
曲：Pete Sanchez Jr.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惟有祢 惟有祢 惟有祢是我所愛 

惟有祢 哦主我王 我願能更認識祢 

我全心 我全人 都向祢深深敬拜 

聖潔 聖潔 尊貴 尊貴之主 我愛祢 耶穌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曲：吳華樂、詞：吳華樂、溫仁和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我要尋求祢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裡我尋求祢 

2.主我是軟弱及無助 祢卻是我的力量 

以祢親切的手引導我 那就是我的得勝 

副歌：每一次我禱告 我搖動祢的手 禱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禱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鋪平 使列國歸向祢 

此生順服 
曲、詞：清泉 

還在母腹那時祢已把我看顧 能往哪裡方可逃避祢靈 仍無法躲避祢的愛 

尋遍世間珍寶 剩下苦澀倦容 唯有祢永不改慈愛引導 勝過所有 

副歌：順服於祢腳前 才能勢力甘願拋棄 唯獨是祢 我一生所愛 我至寶 

願我此生此世剩下呼吸心跳屬於祢 年月共祢 歷經生死 無可媲美 

*四面受敵也可歡喜 心裡作難仍可頌讚  

至暫至輕的苦楚與將來榮耀怎可相比* 

**我如浮塵瞬間消散 短暫歲月誰可掌控 晝夜裡數算我的分秒 全在祢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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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上頌讚 
曲：Darlene Zschech 中文譯：黎展鳴、HKACM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在世間 萬有中 哪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 竭力頌揚 主的愛是奇妙莫大 

是我主 是救主 作我安穩庇護所 我若尚存 一息生氣 也要定意敬拜祢 

副歌：獻上頌讚 要吶喊 要頌揚 各處頌讚 眾山歡呼發響 

遍野萬里也和應叫嚷 眾海呼喊 傳揚上主 

跳躍和唱 要述說 祢權能 願永愛著祢 我這生不變更 

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及祢 

犧牲的愛 
詞：盧恩惠 曲：張證恩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在十字架上 祢為我捨命 受鞭傷 使我得醫治 

所有的罪惡 祢為我擔當 受刑罰 使我得平安 

副歌:何等犧牲的愛 聖潔聖子成為贖罪祭  

何等能力勝死亡權勢 今我屬祢永活的真神 

**在這個時刻 我心中只有祢 我的主 我唯一的愛** 

平安 
曲、詞：馬啟邦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就算世界刮著狂風暴雨 我心仍是穩妥安舒 

無論前路灰暗憂傷困倦 祢讓我站穩磐石之處 

就算捆鎖劫難縈繞著我 我心藏著不死盼望 

耶穌是我牧者 永在我旁 祢杖祢竿都安慰我 

副歌：主 祢賜下平安 不像世人所賜 我的心不必再憂愁 也不用膽怯 

主 祢賜下這平安 是用重價換來的恩典 受鞭傷使我得醫治 受刑罰讓我得到赦免 

此生順服 
曲、詞：清泉 

還在母腹那時祢已把我看顧 能往哪裡方可逃避祢靈 仍無法躲避祢的愛 

尋遍世間珍寶 剩下苦澀倦容 唯有祢永不改慈愛引導 勝過所有 

副歌：順服於祢腳前 才能勢力甘願拋棄 唯獨是祢 我一生所愛 我至寶 

願我此生此世剩下呼吸心跳屬於祢 年月共祢 歷經生死 無可媲美 

*四面受敵也可歡喜 心裡作難仍可頌讚  

至暫至輕的苦楚與將來榮耀怎可相比* 

**我如浮塵瞬間消散 短暫歲月誰可掌控 晝夜裡數算我的分秒 全在祢手裡**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週六午堂） 
講員：呂彩嫺宣教師 
講題：今時唔同往日 
經文：彼得前書 2:9-10 
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

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
蒙了憐恤。 

內容： 

（一） 因被主 CALL身份成尊貴 

（二） 因有主 LOVE全地要宣告 

問題討論： 

1. 思考從古至今“信從真道”的人都遭受過什麼樣的毀謗？你個人如何面對

這些毀謗的？ 

2. 自己得救贖成為神“尊貴的子民”之後，個人的生活方式和靈命有哪些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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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週六午堂） 

講題： 今時唔同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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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週日早堂、午堂） 
講員：鄭詠怡牧師 
講題：我是誰-被召的群體 
經文：彼得前書 2:9-10 
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

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
蒙了憐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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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週日早堂、午堂） 

講題： 我是誰-被召的群體 講員： 鄭詠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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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堂第一季裝備站課程 

TH101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                                         網上報名 : 

日期：30/1、6/2/2023(逢星期一)                    

時間：晚上 8:30-10:00                                

形式：Zoom網上 

對象：凡擬申請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費用：免費   

截止日期：29/1/2023（主日）                        http://bit.ly/3jTNCEw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１ 30/1 佘健誠 認識教會  

２ 6/2 佘健誠 認識聖禮 

交得救見證 

洗禮申請表 

會友誓章 

 待定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28/5  聖靈降臨節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資格或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及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和完成信徒生活課程，申請轉會禮者除外。 

4. 必須經組長確認資格及推薦，若沒有小組者，亦需得牧者確認資格及推薦。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堂授課時間：1.5小時） 

2. 這兩堂必須完全出席（包括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3. 要完成指定的功課，如得救見證等 

 

 

 

http://bit.ly/3jTNC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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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堂 40 週年堂刊 

已經順利誕生了! 

 

崇拜後可在招待處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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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體會上帝在這時代的作為，更深明白上帝的旨意，更多經歷

主的塑造和改變，知道在主的國度中在所承擔的角色，如何發揮教會的恩賜和經驗，
與香港眾教會，彼此配搭，活出見證活出主給沙田堂的命定！ 

2. 求主帶領教會建立信徒生命：1. 建立信徒之間的關係（支持、守望和同行）。2. 培
育信徒靈命成長（信仰穩固），信徒能自學成長。3.建立信徒領袖。求主賜智慧和
引領，成就主的心意！ 

3. 感謝主！已聘任了幹事，求主賜恩加力給他們，加入行政團隊，發揮所長，恩賜配
搭。 

博康幼稚園： 
 1/2 為幼稚園下學期的開學日，願上帝繼續祝福每一位幼兒，讓他們享受愉快的校

園生活。求主賜福幼稚園在困難時期，讓各位教職員繼續努力堅守。 
宣教同工：（太陽家庭） 
1. 讚美神這星期月亮見證了翎姐信耶穌，讚美主沙田堂弟兄姊妹長期的關心服侍及神

的工作，求主帶領翎姐有合適的屬靈群體及靈命扎根成長。 
2. 請祈禱祝福他們所有家人可以早日信耶穌。 
3. 月亮的嫲嫲有口水腺癌，腫瘤大得很快，將嘗試電療。但好感恩於 26/1 嫲嫲願意

再次決志信靠耶穌！求主憐憫和保守，幫助她更深經歷和信靠神，又幫助嫲嫲抵得
住電療，腫瘤可受控制，減低對嫲嫲日常生活的影響，求主醫治，甚至叫腫瘤消失！ 

4. 天空之城工作簽證的探索與機遇。 
5. 下週末終於有機會一家一起去三日兩夜退修，求主幫助他們可以專心安靜尋求神及

享受家人相聚，小朋友又有空間玩得開心。 
6. 求主幫助他們在家人、親友、弟兄姊妹及朋友間見證神的作為，求主使用他們的分

享，但也幫助他們有智慧安排時間，不要太過忙碌，找到適合他們家庭的生活節奏。 
同工： 
1. 請為佘健誠牧師更能體會上主的心意，並有智慧和能力帶領同工團隊服侍教會，牧

養弟兄姊妹，並帶領教會在社區上見證上主。 
2. 請為王桂芳牧師代禱，求聖靈充滿她，更多親近主，明白主的心意，敏銳主的帶領，

服侍主，建立生命！求主看顧保護她的父母，身心健壯，更多認識信靠主，經歷主
恩！ 

肢體： 
 請為沙勉區何羅淑卿姊妹代禱，她於 23/1 扭傷腳，求主醫治保護她，有好的療效，

腳步穩當，有好的康復，經歷主恩！ 
香港： 
 《財政預算》將於 22/2 發表，18/12 開始展開公眾諮詢，求主賜智慧予財政司聆

聽各界的意見，並作整合，能夠達致穩住和提振經濟，緩減市民和企業的壓力；另
一方面亦要謀劃香港的長遠發展，並適當配置資源。 

世界： 
 美國敝開的門（Open Doors USA) 在元旦宣佈改名為「全球基督教援助組織」(Global 

Christian Relief), 將以原班人馬繼續營運。在新的系統、新的改變、新的架構下，祈
願該機構仍是盛載基督的「恩典與真理」，因為惟有抓緊「終極恩典」的視野，才
能帶領我們走向最终的歸屬，應對現今世界所提供給人類的新事物、新系統、新改
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