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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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漢榮傳道 

 

一、揚聲歌頌讚美主 

宣召... ... ... . ............太 五 16-17 ......  ...... ... 主席/衆立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讚美詩.................全地至高是我主/幽谷中的盼望............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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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聆聽信息領受主 

讀 經.........................書 七 1-26.................主席/眾坐 

證 道........................ 你為什麼連累我們呢.............黃漢榮傳道 

回應詩........................求主寬恕#新青..............主席/眾坐 

奉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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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黃漢榮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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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至高是我主  選自《全地至高是我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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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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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谷中的盼望  選自《角聲使團-讓愛留痕，第 39 頁》 

山邊，無花果樹不發旺了，殘留葉絮，隨風輕飄；  

葡萄樹未結果、橄欖樹枯乾了，田地也沒有出糧食了。  

 

即使，羊圈好像荒廢了，羊群未見、綠草稀少；  

牛棚全部已空，籬笆被燒毀了，我仍能靠著神喜笑．．．  

 

唯祢是我終生拯救、我心中力量；  

是我亮光、我的保障，毋須畏懼前途如何荒涼。  

唯獨是祢是永久的倚靠、幽谷中盼望；  

活在世俗中，看見祢的恩惠， 

人生變幻無常，仍不膽喪，心可堅壯！  

 

求主寬恕 (回應詩)  選自《青年新歌 02 第 11 首》  

1. 如果令身邊人受傷刺痛，倘若把人絆倒不依主道  

如果我執意走偏差路徑，懇切求主寬恕！  

2. 如果話中虛浮難見造就，倘若不憐憫，不關心慰問  

如此叫他人受損傷、愁困，懇切求主寬恕！  

3. 如果內心冷漠、固執、無情，倘若單顧每天舒適過活  

而不去踐行上帝所付託，懇切求主寬恕！  

4. 誠心願主赦罪厚施深恩，赦宥隱而未顯心中惡念  

求主顧惜同行，每天導引──阿們！  

 

 
 
 
 
 
 
 



頁三 

證道經文  書  七 1-26  
7:1 以色列人在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因為猶大支派中，謝拉的曾孫，撒底的孫子，

迦米的兒子亞干取了當滅的物；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 

7:2 當下，約書亞從耶利哥打發人往伯特利東邊、靠近伯‧亞文的艾城去，吩咐他

們說：「你們上去窺探那地。」他們就上去窺探艾城。 

7:3 他們回到約書亞那裡，對他說：「眾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

取艾城；不必勞累眾民都去，因為那裡的人少。」 

7:4 於是民中約有三千人上那裡去，竟在艾城人面前逃跑了。 

7:5 艾城的人擊殺了他們三十六人，從城門前追趕他們，直到示巴琳，在下坡殺敗

他們；眾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7:6 約書亞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長老把灰撒在頭上，在耶和華的約櫃前俯伏

在地，直到晚上。 

7:7 約書亞說：「哀哉！主耶和華啊，你為甚麼竟領這百姓過約旦河，將我們交在

亞摩利人的手中，使我們滅亡呢？我們不如住在約旦河那邊倒好。 

7:8 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我還有甚麼可說的呢？ 

7:9 迦南人和這地一切的居民聽見了就必圍困我們，將我們的名從地上除滅。那時

你為你的大名要怎樣行呢？」 

7:10 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起來！你為何這樣俯伏在地呢？ 

7:11 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了當滅的物；又偷竊，又行

詭詐，又把那當滅的放在他們的家具裡。 

7:12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是因成了

被咒詛的；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 

7:13 你起來，叫百姓自潔，對他們說：『你們要自潔，預備明天，因為耶和華─

以色列的 神這樣說：以色列啊，你們中間有當滅的物，你們若不除掉，在仇敵

面前必站立不住！』 

7:14 到了早晨，你們要按著支派近前來；耶和華所取的支派，要按著宗族近前來

；耶和華所取的宗族，要按著家室近前來；耶和華所取的家室，要按著人丁，一

個一個地近前來。 

7:15 被取的人有當滅的物在他那裡，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燒；因他違背了耶和

華的約，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 

7:16 於是，約書亞清早起來，使以色列人按著支派近前來，取出來的是猶大支派

； 

7:17 使猶大支派（原文是宗族）近前來，就取了謝拉的宗族；使謝拉的宗族，按

著家室人丁，一個一個地近前來，取出來的是撒底； 

7:18 使撒底的家室，按著人丁，一個一個地近前來，就取出猶大支派的人謝拉的

曾孫，撒底的孫子，迦米的兒子亞干。 

7:19 約書亞對亞干說：「我兒，我勸你將榮耀歸給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在他

面前認罪，將你所做的事告訴我，不要向我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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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亞干回答約書亞說：「我實在得罪了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我所做的事如

此如此： 

7:21 我在所奪的財物中看見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二百舍客勒銀子，一條金子重

五十舍客勒，我就貪愛這些物件，便拿去了。現今藏在我帳棚內的地裡，銀子在

衣服底下。」 

7:22 約書亞就打發人跑到亞干的帳棚裡。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帳棚內，銀子在底

下。 

7:23 他們就從帳棚裡取出來，拿到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那裡，放在耶和華面前。 

7:24 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把謝拉的曾孫亞干和那銀子、那件衣服、那條金子，並

亞干的兒女、牛、驢、羊、帳棚，以及他所有的，都帶到亞割谷去。 

7:25 約書亞說：「你為甚麼連累我們呢？今日耶和華必叫你受連累。」於是以色

列眾人用石頭打死他，將石頭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燒他所有的（原文是他們）。 

7:26 眾人在亞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頭，直存到今日。於是耶和華轉意，不發他的

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亞割谷（就是連累的意思），直到今日。 

 

 

【家事分享】 
1. 感謝本堂黃漢榮傳道宣講神的道，讓弟兄姊妹得著造就，願主賜福  

黃傳道的事奉。 
 
2. 暫停實體崇拜及聚會期間之最新安排  : 

a) 於 3 月 08 日至 4 月 19 日舉行之各堂崇拜，改爲錄播。  

- 只限 2 個時段不用密碼登入收看整場崇拜或以密碼登入收聽證道錄音   
 

b) 於 3 月 11 日至 4 月 08 日舉行之晚間祈禱會，改爲線上祈禱會  

- 可於 11/3、25/3、8/4 星期三晚八點正，無須密碼登入網頁，按入 zoom

視訊軟體連結參與線上祈禱會  
 

c) 請於 4 月 19 日前留意教會網頁作相關措施之最新通告。 
 

d) 暫停聚會措施，如有問題可於辦公時間，致電 (852) 2997-0601 查詢。 

e) 暫停聚會之最新安排詳情，可參閱後頁之通告  

 

3. 2020-2-23 主日獻金   

十一奉獻 12,900.- 慈惠基金 300.- 

感恩獻金  300.- 差傳基金  700.- 

  共收奉獻     $14,200- 

 

 



頁五 

4. 暫停崇拜期間，會眾可經以下途徑安排奉献  : 

a) 郵寄支票   

- 支票抬頭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或「Verbena C & M Alliance Church」 

- 寄回地址  : 將軍澳毓雅里 9 號慧安商場一樓 B71-B73 室  收  

 

b) 銀行入賬、櫃員機、網上銀行  : 

匯豐銀行戶口號碼  : 808-421184-292， 

中文戶口名稱  :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  

英文戶口名稱  :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Church Union Hong 

Kong Ltd – Verbena C & M Alliance Church 

 

c) 親身交到慧安辦公室 

 

備註  :  

1. 請於存款後 7 天内，將銀行入數紙及個人奉獻資料，透過以下方式通

知教會，以便登記入賬及會計年度發出收據  :  

a. 電郵 office@vcmac.org    

b. 郵寄或親身送交 : 將軍澳毓雅里 9 號慧安商場 1 樓 B71-B73 室收 

c.  whatsapp 電話號碼  91026328 行政主任收  

 

2. 存款後 7 天内，仍未收到奉獻者個人及奉獻項目資料，  本堂將以不

記名主日獻金入賬 

 

3. 存款後 7 天内，仍未收到奉獻者銀行入數紙，恕未能安排奉獻收據  

 

4. 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會計林美珍姊妹  2997-0601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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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六 

 

 

《宣道會茵怡堂》 新型肺炎疫情暫停「崇拜及聚會」最新安排 

因疫情仍嚴峻，爲了防疫保障會眾及減低社區病毒傳播的風險，所有本堂崇拜

及聚會，有以下之最新安排： 

 
1.  於 3 月 07 日至 4 月 19 日舉行之各堂崇拜，改爲錄播  

- 按時登入教會網頁 ( www.vcmac.org ) 及瀏覽程序表，鼓勵眾弟兄姊妹在家中

同心敬拜。 

- 只限以下兩個時段，無須密碼登入網頁收看整場崇拜 :   

a ) 星期六下午 5:30  ;  b) 星期日上午 11:00 

- 或星期一上午十時後，以密碼登入網頁於「講道重温區」收聽證道錄音 

 

2.  於 3 月 11 日至 4 月 08 日舉行之晚間祈禱會，改爲線上祈禱會  

- 按時登入教會網頁 ( www.vcmac.org ) 瀏覽代禱事項，鼓勵眾弟兄姊妹在家中

一同祈禱。 

- 可於 11/3、25/3、8/4 星期三晚八點正，無須密碼登入網頁，按入視訊軟體 zoom

連結參與線上祈禱會 

 
3. 抗疫期間鼓勵眾弟兄姊妹，保持電話聯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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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由即日起至 4 月 19 日，教會所有年齡層的會議和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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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祈禱會和詩班等），將全

部取消及暫停。 

 

5. 4 月 19 日前，請留意教會網頁作相關措施之最新通告。暫停聚會期間，教會辦

公室保持正常辦公。如有問題，可於辦公時間致電(852) 2997-0601 查詢。 

 

宣
宣道會茵怡堂  

2020 年 2 月 27 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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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祈禱 

新型官狀病毒肺炎爆發 

新型病毒肺炎除了在中國地區肆虐外，並已漫延多國，其中韓國更出現大型社區爆發，

重災區大丘市更出現搶購日用品等情況。世界衞生組織及不同專家亦警告新型官狀病

毒有可能全球大流行。求主保守各國的防疫工作，醫治所有病患，讓世界回復健康。 

 
為香港祈禱 

財政預算案 

財政司司長已發表 20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針對香港面對的經濟打擊，預算案推

出多項推動經濟和抒困措施。然而，預算案除造成龐大財政赤字，部份政策亦引起市

民爭議。求主賜所有官員和議員智慧，審議和定立真正惠及市民的措施。 

 

復課&公開試安排 

教育局宣布中小學及幼稚園最早 4 月 20 日復課；中學文憑試筆試如期在下月 27 日開

始舉行；小學 TSA 停辦。求主賜保守所有受影響的學生和家長，保守各學子在停課期

間的學習和時間分配，應屆公開試考生得著從神而來的平安預備考試。 

 
為教會祈禱 

口罩分享活動 

迦南團將於下週舉行口罩分享行動，在慧安副堂收集口罩，跟教會內或社區中的有需

要人士分享口罩，共同抗疫，此活動亦會將口罩透過「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奉獻給本

港基層教會。求主使用本次活動，祝福不同有需要的人士，見證神救贖的恩典。 

 

網絡聚會 

因應疫情的發展，教會的崇拜、團契等各種聚會均需要暫停。感恩各群體在這段時間

之中，仍然透過不同的工具軟件團契和彼此關顧。求主堅固茵怡家的弟兄姊妹在主裡

的關係，在疫情期間即使未能見面，仍然繼續彼此守望、相愛、互相代禱，在愛裡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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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疫境中的信心                     梁華康牧師                         
  近日，香港爆發新型冠狀病毒，整個城市陷入一片瘋狂的狀態！早前除了搶口

罩外，之後開始搶米、漂白水、酒精搓手液，最後是「搶廁紙」；更有三名男子，打

劫一間超市送貨職員，搶走50條總值1,640元的廁紙！後來，這案件成為國際新聞的笑

話，更被新加坡部長揶揄香港人的表現「低能」，呼籲新加坡民眾不能學香港！ 

 

  面對不可知的明天，心中難免有恐懼、不安、惶恐是人之常情；可是作為神的子

民，面對病毒的反應，會否成為一個反思：究竟今天我們所倚靠的是誰？甚麼是「常

作準備」與「恐慌囤積？」甚麼是「需要」與「想要？」苦難往往叫我們赤裸裸地，

重新檢視今天的信仰！ 

 

  昔日，耶穌和門徒出海時，經歷突然間的風浪，那群熟識航海的漁夫，面對無情

的巨浪，害怕得大叫喪命時，耶穌竟然在船上睡覺。後來，耶穌起來斥責風和浪，於

是風浪便大大地平靜了！但福音書的作者巧妙地記述，門徒面對風浪時「懼怕」，但

當他們看見耶穌的大能連風和浪也聽祂時，他們同樣也「大大的懼怕」（可4:41） 

 

  或許，面對人生的禍患是免不了，心靈的恐懼也除不掉，既然都是害怕，倒不如

學習「懼怕主！」聖經常用「敬畏」來描述這種「懼怕」，何時當人的眼目集中於風

浪，主耶穌便會立時變得渺小；相反，當人將焦點放在耶穌身上，風浪便會立刻縮小。

今天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看似來勢洶洶，猶如海嘯般咆哮，但基督徒仍然可以安穩，因

為在風浪的侵襲中，只要定睛在主耶穌身上，祂便成了生命的倚靠和保障！ 

 

  面對人生的逆境，真正的信心不是要風浪停止，而是學習與它並存，縱然風高浪

急，但深信不會被風浪所吞噬，像主耶穌在船上仍能安睡！所以，信心從來不是要「大」，

相反信靠的對象要「準」，你對自己永遠沒有把握，你的把握只在神那邊，正如保羅

說：「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後

1:12） 

 

  最後，引用楊牧谷牧師患鼻咽癌的日子，在《再生情緣》書中的一段說話，與大

家一起共勉： 

 

生命本就充滿無常，無常卻不是無奈；生命也是有多限制，限制卻不

是大限；在無常與無奈之間有着很大距離，正如限制與大限之間是存

在很大的空間一樣；我們怎麼這樣容易就此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