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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 月 8 日崇拜  

 講  員  : 梁華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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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一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  
 

成人崇拜 
主席領詩及講員 ： 梁華康牧師 

 

 

一、揚聲歌頌讚美主 

宣召 ... ... ... ... ......... 代上 十六 23-25 .......  .... 主席/眾立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天天傳揚祂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 
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 

祂在萬 神之上，當受敬畏。」 

讚美詩..... ..... .....你真偉大 / 我知誰掌管明天. ... ... .... ... 領詩 

祈 禱...... ... ... ... ... ... ... ... ... ... ... .. .... 主席/眾立 

 

二、聆聽信息領受主 

讀 經.......................詩篇一二一 1 - 8. ... ... . ... 主席/眾坐 

證 道........................ 「疫」境的盼望... .. .... ... . 梁華康牧師 

回應詩......................我要向山舉目 ... ... . ... 主席/眾坐 

 

三、關顧、領受見證主 

家事分享... ... ... ... ... ... ... ... ... .... ............ 主席/眾坐 

三 一 頌... ...... ... ... ... ... ... ... ... ... ... ..... 主席/眾立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地上生靈當讚主恩，天上萬軍頌讚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祝 福 ... ... ... ... ...... ... ... ... ... ... ... .... ...... 梁華康牧師 
 
 
 
 

【本季金句】書  一 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  

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頁二 

 

詩歌  
 

你真偉大   選自《生命聖詩，第 12 首》 

主阿！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你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澈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阿你真偉大。  

  

副歌：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知誰掌管明天  選自《青年聖歌 II，122 首》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為主活。  

我不借明天的太陽，因明天或許陰暗。  

我不要為將來憂慮，因我信主的應許，  

我今天要與主同行，因祂知前面如何。  

 

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黃金階梯，  

每重擔越挑越輕省，每朵雲披上銀衣；  

在那裡陽光常普照，在那裡沒有眼淚；  

在美麗彩虹的盡頭，眾山嶺與天相連，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苦楚；  

但那位養活麻雀者，祂必然也看顧我，  

祂是我旅途的良伴，或經過水火之災，  

但救主必與我同在，祂寶血把我遮蓋。  

副歌：有許多未來的事情，我現在不能識透，  

   但我知誰管著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  

 
 



頁三 

 

我要向山舉目(詩篇 121) (回應詩)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證道經文  詩篇 121   

121:1 （上行之詩。）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121:2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121:3 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121:4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121:5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121:6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121:7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121:8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家事分享】  
1. 感謝本堂堂主任梁華康牧師宣講神的道，讓弟兄姊妹得著造就，願主賜

福梁牧師的事奉。  
 

2. 2020-2-2 主日獻金   

十一奉獻  68,400.00  兒童崇拜  100.00 

感恩獻金  100.00 幼兒崇拜  100.00 

主日獻金  1,470.00 支持宣教士 (瑞麟 ) 200.00 

差傳基金  7,800.00 慈惠基金  500.00 

 購堂  500.00 共收奉獻  $79,170.00 

 

 



頁四 

 

3. 《宣道會茵怡堂》暫停「崇拜」及「聚會」之最新安排 
 

鑑於茵怡堂現時借用學校聚會，教育局已宣布全港學校全面停課及停止任何大

型聚會及活動。近日本港新型冠狀肺炎疫情進一步嚴峻，爲保障弟兄姊妹的健

康及減低社區病毒傳播的風險，本堂崇拜聚會將作以下最新安排： 

 

1. 所有於 2 月 8、9 日和 2 月 15、16 日舉行之各堂崇拜改為網上錄播。該週網上

播出時間為星期六下午 5:30 開始，眾弟兄姊妹可不需登入，直接瀏覽程序表及

教會網頁(www.vcmac.org )，並鼓勵眾弟兄姊妹留在家中同心敬拜。 

 

2. 教會鼓勵眾弟兄姊妹在抗疫期間，保持以電話聯絡，彼此關懷及代禱，並關懷

鄰舍的需要，為香港及各地的疫情守望。 

 

3. 由即日起至 3 月 1 日，教會所有年齡層的聚會（包括兒童崇拜、青少年崇拜、

成人團契、長者團契、幸福人生、主日學、祈禱會和詩班等）和會議，將全部

取消及暫停。 

 

4. 教會繼續留意疫情的最新發展，並在 2 月 17 日前檢討相關措施。 

請密切留意教會網頁發出之最新消息。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 

教會(852) 2997-0601，以了解本堂之最新安排。 

 

 

 

 

 

 

宣道會茵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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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五 

 

為世界祈禱  

武漢肺炎疫情嚴峻 

武漢肺炎持續肆虐全中國，截至本月 6 日，確診數字已大幅度上升至 3694 宗，累計

536 人死亡。本港則有 22 宗，更出現疑似社區感染個案，並有患者不治。求主憐憫

全地，盡快止息疫症的蔓延，並醫治病患者，叫各國民眾得著從祂而來的盼望。 

 
土耳其東部雪崩 

土耳其東部地區於本月 4 日發生雪崩，導致 38 人死，多名救援人員被活埋。求主保

守救援工作，拯救更多災民和救援人員，並醫治和安慰傷者和死者家屬。 

 
為香港祈禱  

疫情下的恐慌心理 
在武漢肺炎疫情的陰霾下，巿民恐慌心理不斷蔓延，除了瘋狂搶購口罩和消毒品外，

更因網絡眾多的謠言，搶購目標擴大至食物和日用品。求主施恩憐憫，賜下平安，

叫巿民保持理性，不被造謠者影響情緒、心理和行為。 

 
DSE 文憑試安排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教育局宣佈 3 月 27 日前所有考試押後，其他科目的安排則需要

在 2 月底決定。求主賜智慧，叫當局作出最適切的安排，並保守應屆考生的身心靈

健康，保持穩妥的信心。 

 
醫護人員罷工行動 

由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的罷工行動持續，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員佔醫管局員工總數約

一成。求主引導，叫工會接下來的所有行動都能按著神的心意，不會對危急病人造

成影響；並叫一眾高官和管理層能謙卑聆聽醫護和巿民的訴求，有智慧回應，有效

處理因疫情帶來的問題。 

 
為教會祈禱  

受到疫情的影響，加上教育局對學校的指引，教會決定暫停所有聚會，並以錄播形

式鼓勵肢體在家維持崇拜生活。求主使用牧者的信息和不同方式的牧養，同心守望

眾肢體；並求主引導教會，在這疫情嚴峻的時期，更能發揮教會應有的職能，忠心

為那些面對苦難和身心靈軟弱的肢體禱告，叫更多人得著平安，認識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