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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20 年 2 月 22-23 日崇拜  

 講  員  : 梁碧瑜傳道  

 講  題  : 攻城而已? 

 



頁一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  
 

成人崇拜 
主席領詩及講員 ： 梁碧瑜傳道 

 

 

一、揚聲歌頌讚美主 

宣召... ... ... . .........詩 八十 7 .........  ...... ... 主席/ 衆立 

「萬軍之 神啊，求祢使我們回轉，使祢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讚美詩..... ............永恆國度/單純的信託.... ... ... ...... 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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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聆聽信息領受主 

讀 經.........................書 六 8-21. ... ... . ... 主席/眾坐 

證 道........................ ....攻城而已?...... . .... ... .梁碧瑜傳道 

回應詩........................尋求神的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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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 ... ... ... ...... ... ... ... ... ... ... .... ......梁碧瑜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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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恆國度  選自《ACM》 

穹蒼讚美，開口訴說大愛，宏恩無窮，慈愛總不變改，  

天天也眷佑同在，寰宇也要頌讚祢的愛。  

  

榮美全能，超出世界萬有，慈悲愛眷，無比祝福到永久，  

主心意盼望成就，囚禁罪惡賜予新生拯救。  

  

諸天讚頌神國度尊貴，高舉祢是我旌旗，勝過世間一切，  

恩典赦罪尤洗清污穢，導引邁向每步，走進永恆國度，  

屬天奬賞給我鼓舞。  

 

單純的信託  選自《詩歌工作坊》 

為這一天，我獻感謝，全人再次交托與主聯結  

祂是生命活水，使我滿足歡暢，  

從我靈裏向外流淌，將我溢漫且從我顯彰。  

  

無須憂慮，無須懷疑，惟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祂述說，  

祂賜平安深且廣闊，時時保守使我永穩妥。  

  

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無何比這更美好，  

主是永活源頭，作我一切供應，  

凡我交托在祂手中，祂能保全一直到路終。 

 

尋求神的臉 (回應詩)  選自《靠著耶穌得勝-沙田浸信會》  

若我的子民，謙卑禱告尋覓著我臉，  

承認他的過犯，立志遠離邪行，  

我便打開天門，從天上垂聽著禱告，  

赦免罪孽，傾出恩典，醫好這地的傷處。  

  

讓我們尋求父的臉，我眾罪孽盼主潔淨，  

願聖靈從頭復興我，化軟弱成壯健，  

憂傷得醫治，願這裡彰顯主的國。  

  

讓我們尋求父的臉，我眾罪孽盼主潔淨，  

願聖靈從頭復興每一個，化軟弱成壯健，  

憂傷得醫治，願這裡彰顯主的國。  
 



頁三 

 
證道經文  書  六  8-21  
6:8 約書亞對百姓說完了話，七個祭司拿七個羊角走在耶和華面前吹角；耶和華的約櫃

在他們後面跟隨。 

6:9 帶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後隊隨著約櫃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 

6:10 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不可呼喊，不可出聲，連一句話也不可出你們的口，

等到我吩咐你們呼喊的日子，那時才可以呼喊。」 

6:11 這樣，他使耶和華的約櫃繞城，把城繞了一次；眾人回到營裡，就在營裡住宿。 

6:12 約書亞清早起來，祭司又抬起耶和華的約櫃。 

6:13 七個祭司拿七個羊角在耶和華的約櫃前，時常行走吹角；帶兵器的在他們前面走

，後隊隨著耶和華的約櫃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 

6:14 第二日，眾人把城繞了一次，就回營裡去。六日都是這樣行。 

6:15 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時候，他們起來，照樣繞城七次；惟獨這日把城繞了七次。 

6:16 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時候，約書亞吩咐百姓說：「呼喊吧，因為耶和華已經

把城交給你們了！ 

6:17 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華面前毀滅；只有妓女喇合與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

活，因為她隱藏了我們所打發的使者。 

6:18 至於你們，務要謹慎，不可取那當滅的物，恐怕你們取了那當滅的物就連累以色

列的全營，使全營受咒詛。 

6:19 惟有金子、銀子，和銅鐵的器皿都要歸耶和華為聖，必入耶和華的庫中。」 

6:20 於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聽見角聲，便大聲呼喊，城牆就塌陷，百姓便

上去進城，各人往前直上，將城奪取； 

6:21 又將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驢，都用刀殺盡。 

 

【家事分享】  
1. 感謝本堂梁碧瑜傳道宣講神的道，讓弟兄姊妹得著造就，願主賜福  

梁傳道的事奉。  
 
2. 暫停崇拜期間，會眾奉献可採用以下方式   : 

a) 郵寄支票   

b) 銀行入賬  （請電辦公室安排，需傳回入數收據給會計登記）  

c) 奉獻交到辦公室  

- 支票抬頭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  

- 地址：將軍澳毓雅里 9 號慧安商場一樓 B71-B73 號舖  

- 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辦公室  2997-0601 查詢  

3. 2020-2-16 主日獻金   

十一奉獻  19,100.- 慈惠基金  300.- 

感恩獻金  3,400.- 差傳基金  1,200.- 

兒童崇拜  100.- 
支持宣教士  
(M&M/瑞麟 /小驢 /菜心 ) 

1,200.- 

 少青崇拜  500.- 共收奉獻      $25,800.- 

 



頁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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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 日和 2 月 29、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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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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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月 12日更新 

 

 

 

 

 

 

 

 

 

 

 



頁五 

為世界祈禱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新型肺炎（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繼續在中國肆虐，截至本月20日，確診數

字為74185 宗，累計2029人死亡。疫情繼續蔓延各國，亞洲地區尤其嚴重（南韓104

宗；日本本土86宗；新加坡84宗；香港68宗）。求主施恩憐憫，使疫情受到控制，讓

病者得到醫治，也繼續保守研發醫治疫症的藥物進度； 

 
鑽石公主號郵輪乘客  
「鑽石公主號」郵輪結束14天隔離檢疫，船上累計634人確診（其中香港人65宗），

未有確診的乘客自週三起陸續離船，目前仍有約2000人等待下船。求主醫治確診患者，

並保守其餘乘客免受感染，平安離船，早日回國。 

 
德國槍擊案 
德國西南部城市哈瑙Hanau週三晚上發生兩宗槍擊事件，造成最少10人死亡。求主安

慰死傷者家庭，並止息一切暴力行為，賜西方政府有智慧管制槍械。 

 
為香港祈禱 

經濟前景及紓困措施 
近大半年來，香港社會受到政治和疫情的嚴重打擊，巿民購買和消費力持續疲弱，多

間食肆及商鋪宣布結業，預計失業率將會持續攀升。為本港的經濟前景禱告，求主帶

領港府有智慧和愛護巿民的心，積極控制疫情之餘，也能制定實際可行的紓困措施，

與巿民共渡難關。 

 

DSE 文憑試安排 
因應新型肺炎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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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祈禱 

疫情中彼此守望  
教會聚會仍然暫停，以錄播形式讓肢體在家中維持崇拜生活；部份團契小組利用網絡

平台，鼓勵肢體彼此相交代禱。求主繼續帶領教會在疫症下事工的決策，並激勵弟兄

姊妹活出有盼望的見證，持續為各地疫情禱告守望； 

 

教會申請自立 
為教會申請自立的進度及籌備工作禱告，讓教會不單行政獨立，更重要是信徒靈命成

長，同心合意建立茵怡家，帶領更多人歸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