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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一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 

 

一、安靜預備等候主 

序樂 .......................... Be Still.. ..................... 眾坐 

迎候 ......................... 主在聖殿中... ................... 眾立 

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萬國的人當肅靜， 

萬國的人在主前當肅靜，當肅靜，當肅靜，應當肅靜。阿們。 

二、揚聲歌頌讚美主 

宣召 ................ .........西 一 17-18 ...................... 眾立 

「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 

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讚美詩 ........... 教會獨一的根基/原是祢恩惠/歸於得勝者 ........ 領詩 

祈 禱.. ................................................. .眾立 

認 信.......................使徒信經.... ................. 眾立 

三、聆聽信息領受主 

讀 經(週六/主日)...........羅 十三 11-14 / 徒 九 10-20 ....... ..主席 

證 道................黑擇明 / 看得見的生命. ...吳素娟傳道/菜心宣教士 

回應詩 ........ ............光明之子 / 活出愛 ............ .領詩/主席 

奉 獻 .............. .............獻主所賜 ..................... 主席 

四、關顧、領受見證主 

金句 / 家事分享... ................................ ...當值同工/眾坐 

三 一 頌 ............................................ .當值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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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值同工/眾立 

殿 樂........................求主差遣 ............ ... 當值同工/眾立 

祝福頌.......................主賜福你 ............... .當值同工/眾立 

1.求主恩賜福你，求賜信心不致動搖，無論晴或雨時刻保守你，使你在今天嘗盡主恩熱愛。 

2.神恩豐富供應，靈內富足心裡欣喜，幻變難避免求主祝福你，使你在這刻嘗盡主恩大愛。 

週六崇拜 主日早堂崇拜 主日午堂崇拜 

講    員 ：  吳素娟傳道 菜心宣教士 菜心宣教士 

主    席 ：  余綺雯傳道 余綺雯傳道 郭滿華弟兄 

領    詩 ：  劉詠瑜姊妹 鄭悅祈弟兄  歐陽惠冰姊妹 

司    琴 ：  陳毓薇姊妹 凌秀霞姊妹 高志峰弟兄 

當值同工 ：  余綺雯傳道 余綺雯傳道 吳素娟傳道 

 



頁二 

 

本週事奉人員  

 領 唱 小 組  歐陽惠冰  鄭嘉雯  祝子良  譚敏儀  

 影 音  週六：李健富  
主日早堂：鍾沛希  連俊強  黃順達  鄭澤成  
主日午堂：譚紹光  李志恒  陳利晟  胡文昌  

 招 待  
 

週六：陳永昌  
主日早堂：方蕙敏  張慧敏  
主日午堂：李冠球  林文東  周佩卿  周翠芳  
         巫健萍  鄭寶珠  何惠玲  吳淑嫻     

請弟兄姊妹到達會場後先安靜祈禱，並將手提電話關掉或校至震動模式  

 

 
【本季金句】書  十四 11 

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  

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  

 
 
詩歌  
教會獨一的根基 選自《生命聖詩  第 215 首》   

1. 教會獨一的根基，是主耶穌基督，她是主的新創作，從水與道而出，  

主從天上來尋她，作主聖潔新婦，甘願流自己寶血，捨身將她買贖。  

2. 教會雖召自萬邦，信徒卻成一體，同有救恩的憑證，一主一信一洗，  

同尊獨一的聖名，同享唯一天糧，同懷專一的盼望，同蒙恩愛無量。  

3. 教會歷盡了苦難，世人譏笑毀謗，內爭分裂她身體，異端叛道中傷，  

聖徒儆醒爭相問，黑夜到底多長？哭泣將變為歌唱，轉眼即見晨光。  

4. 教會在地卻聯合，真神三位一體，已享安息的聖徒，奧祕甜蜜團契；  

懇求主賜恩我們，能像快樂聖徒，同樣溫柔且謙虛，與主天上居住。  

 

 

原是祢恩惠  選自《角聲使團敬拜讚美輯（七）第 5 頁》  

萬籟寂無聲，卻見證呼應，教我領會知道，神同在喚我心靈；  

信實達穹蒼，智慧遍天際，細緻佈下一切，神同在沒法推諉！  

高聲讚頌神極偉大精心創世，這個世間存留原是祢恩惠；  

祢顯彰在我心，流露深愛到萬世，終一生敬拜，我永願為活祭！  

 



頁三 

 

歸於得勝者 選自《角聲使團 -重投豐盛 ,第 14 頁》  

 在每刻福杯滿溢我心，能力在祢，創世永活神，  

 全地頌讚，祢救贖萬民，天天結伴行。  
 

在聖所歡欣快樂滿足，榮耀屬祢，歌聲中宣告，  

誰能及祢聖潔崇高，諸天也達到！  
 

靈內有滔滔不息活河深遠浩瀚，靠祢灌溉，讓恩膏雨露降；  

抹去懼怕，基督裡全釋放，長夜逝去，現晨曦的曙光。  
 

狂風中安穩，是耶穌作牧人，眷顧帶領，護送我離禍困；  

在我裡面有真光指引，歸於得勝者，用信心刻上烙印！  

 

光明之子(週六崇拜回應詩 ) 選自《讚美之泉  01 - 讓讚美飛揚，6》  

祢的汗，祢的淚，祢的血，洗淨了我沉重的罪孽，  

引我走出世界的黑暗，聖潔公義從此相伴。  

 

光明之子，從此是我的名字，那用祢寶血重價贖回的名字，  

光明之子，主所喜悅的名字，背起十架，將主光帶進人群裡。  

 

活出愛 (主日崇拜回應詩 )  選自〔泥土音樂－幸福專輯〕盛曉玫  

有一份愛從天而來，比山高，比海深，測不透，摸不著，卻看

得見。因為有你，因為有我，甘心給，用心愛，把心中這一份

愛，活出來。  

 

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  

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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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崇拜  《證道經文 羅 十三 11-14》 

13:11 再者，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因為我們得救，現今比初

信的時候更近了。 

13:12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13:13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

競嫉妒。 

13:14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主日崇拜  《證道經文 徒 九 10-20》 

9:10 當下，在大馬士革有一個門徒，名叫亞拿尼亞。主在異象中對他說：「亞

拿尼亞。」他說：「主，我在這裡。」 

9:11 主對他說：「起來！往直街去，在猶大的家裡，訪問一個大數人，名叫掃羅

。他正禱告， 

9:12 又看見了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進來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見。」 

9:13 亞拿尼亞回答說：「主啊，我聽見許多人說：這人怎樣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

祢的聖徒， 

9:14 並且他在這裡有從祭司長得來的權柄捆綁一切求告祢名的人。」 

9:15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 

9:16 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9:17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來

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9:18 掃羅的眼睛上，好像有鱗立刻掉下來，他就能看見。於是起來受了洗； 

9:19 吃過飯就健壯了。掃羅和大馬士革的門徒同住了些日子， 

9:20 就在各會堂裡宣傳耶穌，說他是 神的兒子。 

 

【家事分享】  
1. 感謝本堂吳素娟傳道於週六崇拜宣講神的道，讓弟兄姊妹得著造就，願主

賜福吳傳道的事奉。  

 

2. 感謝菜心宣教士蒞臨本堂主日崇拜宣講神的道，讓弟兄姊妹得著造就，願

主賜福菜心宣教士的事奉。  

 

3. 成年部將於 6 月 27 日 (六 ) 舉行「都市人情緒講座」  

在面對近日流行疫症、社會事件、經濟衰退等令人精神壓力大增，藉此

講座探討當如何面對情緒的衝擊，歡迎肢體報名參加。請將個人姓名及

所屬團契 whatsapp 教會 (29970601) 報名。按防疫指引，座位有限，額

滿即止。講員：陳嘉璐 (資深精神科醫生 )     時間：晚上 7:30- 9 時   

     地點：茵怡幼稚園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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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 年浸轉禮  

教會將於 2020 年 10 月 25 日舉行第二十八屆浸轉禮。  

浸轉班日期：6 月 2 8 日至 8 月 2 日  (五堂  – 7 月 19 日暫停一堂 )   

地點：慧安副堂        時間：上午 9-10 時  

 如有興趣申請受浸或轉會，請到司事枱索取浸轉班課程報名表。  

 

5. 教會電話 29970601 收發 WhatsApp 訊息   

a. 會眾如想收到教會最新消息及程序表資料，必須要將「基督教宣道

會茵怡堂」( 電話 2997 0601 ) 加到你的手機聯絡人通訊錄內，方可

收到教會以廣播形式發放的 Whatsapp 訊息。  

b. 操作上如有問題，可聯絡行政主任查詢  

 

6. 會眾除聚會時奉獻外，日後仍可經以下途徑安排奉献  : 

 a. 郵寄支票    b. 銀行入賬或網上轉賬    c. 親身交到慧安辦公室  

   戶口資料：匯豐銀行 808-421184-292 / Verbena C and M Alliance Church 

i. 存款後提供入數紙及奉獻項目；沒資料以不記名入賬  

ii. 如有查詢，請聯絡會計林美珍姊妹  2997-0601 查詢  

 

  7.  恢復實體崇拜及聚會之安排  : 

a. 教會已恢復舉行三堂實體崇拜，其他聚會則於六月起逐步恢復。  

b. 實體聚會之措施及詳情，可參閱後頁通告或電 2997-0601 查詢。  

 

8. ** 崇拜後協助靚中禮堂收椅安排  : 

a. 每週崇拜完畢，教會需為場地消毒清潔和收納禮堂最後四排座椅，

每組十張椅疊高，靠左邊牆放置 (近籃球場方向 )。  

b. 誠請弟兄留步，互相幫忙服侍。  

 

9. **  領取 21/6 聖餐禮主日聖餐套裝  : 

已受浸肢體若參加 21/6 網上崇拜，請 20/6 前往慧安辦公室領取聖餐

套裝乙份，在家一同守餐。 (領取時間 :星期一至六 /早上 10 時至 4 時 ) 

 

10. 同工消息  : 

梁華康牧師於 13/6 晚堂及 14/6 早、午堂崇拜往宣道會大埔堂證道。  

 
11. 2020-6-7 主日獻金   

十一奉獻  90,850.00 少青崇拜  300.00 

感恩  12,000.00 慈惠基金  1,700.00 

主日獻金  2,390.50 差傳基金  6,750.00 

購堂  750.00 
支持宣教士 - 
M&M/瑞麟 /小驢  

23,900.00 

  共收奉獻  138,6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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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週六崇拜事奉人員      地點：茵怡幼稚園禮堂  

 負責教牧同工：梁華康牧師    如需要調動，請聯絡辦公室  29970601 

 

【6 月】  主日早堂拜事奉人員    地點：靚次伯中學禮堂   

  負責教牧同工：梁華康牧師    如需要調動，請聯絡辦公室  29970601 

日期  講員  主席  領詩  司琴  靚中同工當值  

21/6 梁華康牧師  謝超民弟兄  陳偉珊  張佩儀  吳素娟傳道  

28/6 余綺雯傳道  林玉生弟兄  馬麗雯  張佩儀  吳素娟傳道  

 

 

【6 月】  主日午堂拜事奉人員    地點：靚次伯中學禮堂   

  負責教牧同工：梁華康牧師    如需要調動，請聯絡辦公室  29970601 

日期  講員  主席  領詩  司琴  靚中同工當值  

21/6 梁華康牧師  羅全安  茵怡堂班  吳素娟傳道  

28/6 余綺雯傳道  崔誠輝  林佩珊  高志峰  梁華康牧師  

 

  【6 月關顧當值編排表】  如有調動，請聯絡辦公室 29970601 

 

 

 

 
 

日期  講員  主席  領詩  司琴  同工當值  

20/6 梁華康牧師  陳國良常委  曹穎勤  黃漢榮傳道  

27/6 余綺雯傳道  陳時發傳道  余欣荃  張佩儀  陳時發傳道  

6 月  暫停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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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會茵怡堂》「恢復崇拜及聚會」之最新安排 

   1 .   5 月 30 日起恢復舉行各堂實體崇拜  

- 教會定於 5 月 30 日起，恢復舉行三堂實體崇拜   

（聚會時間 : 逢週六下午 5:30、主日早上 9:15 及 11:00） 

- 教會於 7 月 3 日前，仍於主日早上 9:15 及 11:00 安排網上實時錄播。會眾可

無須密碼入教會網頁（www.vcmac.org )參予崇拜。如有不適或不便岀席者，

請參加網上崇拜。 

- 按限聚令規限，聚會的禮堂只可容納一半人數入座。主日午堂人數若超過限

定、會眾將安排入座到小賣部、102 室觀看轉播。避免人多，鼓勵會眾參與

主日早堂崇拜。  

- 聚會執行防疫措施，包括：進入教會須量度體溫、消毒雙手、全程帶口罩、

以八達通卡剔到、保持社交距離、避免握手等身體接觸。 

- 主日午堂崇拜 6 月 7 日至 28 日，於靚中二樓安排導師看顧兒童 
 

  2 .  教會其他聚會，安排如下  :  

 

4.  凡參與實體聚會者，請遵從教會聚會之防護措施及指引。  

5.  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9970601 查詢。       

 

 宣道會茵怡堂 

 2020 年 6 月 13 日更新 

聚會 舉行日期 備註 

主日崇拜 - 兒童看顧 6月7至28日 靚中 2 樓 @ 5 個課室 

各年齡層 - 團契 6月 按各團契實況及決定 

會議 6月 按各部實況及決定 

晚間祈禱會 6月10日 慧安副堂 

少青崇拜 6月14日 茵怡幼稚園禮堂 

幸福人生 7月 視乎疫情發展，稍後落實日期 

黃金歲月 7月 視乎疫情發展，稍後落實日期 

詩班 7月 視乎疫情發展，稍後落實日期 

主日祈禱會 7月 視乎疫情發展，稍後落實日期 

幼兒(K3) 及 兒童(P1-P6) 聚會 7月5日 6 月 暫停聚會 

幼兒 (K1-K2) 9月6日 6 - 8 月 暫停聚會 

幼兒歡樂天地 2021 年暑假 2020 年 暫停舉行 

浸禮 10月25日 6 月開始接受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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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聚會之防護措施及指引 
 

1. 進入聚會場地  

凡進入教會，必須遵守工作人員指示及措施指引 

a. 量度體溫（如有發燒，將被拒進入教會）； 

b. 用搓手液潔手 ； 

c. 全程佩戴口罩 （不戴口罩者，將被拒進入教會）； 

d. 用八達通剔到出席 （若未有登記八達通，招待代記錄剔到密碼，也可即場登

記八達通 。不提供名字登記，將被拒進入教會）； 

e. 使用電子版程序表 （星期六經whatsapp 傳給會衆。如未獲資訊，請發訊息至

29970601通知辦公室跟進補發）。教會亦會印備少量大字版程序表供長者取

用。避免交叉感染，程序表用後不設回收，請使用者幫忙帶走； 

f. 進入禮堂聚會，必須隔位就座。  
 

2. 崇拜聚會的安排  

a. 教會場所是公眾地方，雖然我們會定期消毒和清潔，會眾須注意個人衞生，

保持雙手清潔； 

b. 爲減少接觸公物感染，請使用電子版程序表及觀看投影展示程序；  

c. 茶軒服侍及一切飲食供應暫停，至另行通知，聖餐禮除外；  

d. 爲避免身體接觸，保持社交距離，以拱手或點頭方式彼此問安； 

e. 每月之聖餐主日及聖餐禮將如常舉行。聖餐主日，受浸會友剔到時，請於司

事檯自取聖餐套裝乙份，於聖餐環節一同守餐； 

f. 崇拜只使用禮堂，其他地方不作開放。崇拜結束後，避免社交接觸或聚眾，

請會衆儘快離開校園； 

g. 如崇拜聚會後得悉有出席人士確診感染，教會將通知衛生署； 

h. 會眾帶來個人物品、口罩紙巾及垃圾，須自行處理及帶走； 

i. 禮堂使用兩個門口進出，放置多個奉献箱收集献金，以取代傳遞奉献袋； 

j. 凡於過去14天自己或同住家人有外遊，請參與本會的「網上崇拜」。 

 

3. 參與者務要評估自身的情況，如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及出入公眾地方的風

險、家人（尤其是未信的）的看法等，務要發揮顧及家人的美德，作美好

的見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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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九 

 
為世界祈禱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增至超過 730 萬人，41 萬人死亡；祈求上帝與那些親人離世

的哀傷者同在，賜他們力量和盼望；祈求上帝繼續憐憫那些仍受疫情影響的地區；並

求上帝引導各地掌權者能同心帶領各地人民走出經濟和生活困境，求主帶領醫學專家

能早日成功研製疫苗。 

 

【全球民生經濟衰退】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日前發布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指出，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影

響下，預估今年全球 GDP 年會有 -6.0%至 -7.6%衰退，求主保守各國政府能制定有效的

經濟措拖，並求主施恩看顧生活在困苦的人。 

 

【反種族歧視引致各國示威浪潮】 

美國上月非裔公民佛洛伊德遭到白人警方壓頸暴力執法致死，引致全美各大城市掀起

一波又一波的反警暴示威浪潮，同時亦掀起歐洲多國的民眾上街聲援。求主保守各地

示威者能保持克制冷靜，並求主幫助相關政府能以公正及合宜的方式處理事件，正視

巿民的訴求，以免發生更嚴重暴動。 

 
 

為香港祈禱 
【香港前路】 

反修例風波一周年，惟社會撕裂情況仍未消退；全國政協卻通過在港設立國安法（具

體條文未明），事件引起國際社會不同回響，不少人擔憂香港能否繼續享有高度自

治。 

> 求主掌管掌權者的心，幫助他們能存謙卑看清香港處境，作合適的決策。 

> 求主帶領香港的前路，並且賜平安和盼望在各人心中。 

> 求主堅固信徒的心，時刻仰望主，並能按著從主而來領受作出回應。 

 

為教會祈禱 

【恢復各項實體聚會】 為教能恢復實體崇拜感恩，求上帝保守帶領項實體聚會能早日

回復正常。祈求上帝幫助弟兄姊妹能在身心各方面能重新適應實體聚會。 

【信徒生命見證】面對香港前景不明，求主幫助眾弟兄姊妹能與主親密關係，紥根於

主道，凡事能安靜尋求主的心意和帶領，在這黑暗的世代中見證基督。 

【教會自立】自立文件已交妥，區聯會將會安排代表與常委會面談。求主繼續帶領前

面每一步，並引導茵怡堂在各方面邁向成熟，成為討主喜悅的教會。 

 

http://www.oecd.org/economic-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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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內容：面對流行疫症、社會事件、經濟衰退等令人情緒不

安，精神壓力大增，藉此講座探討當如何面對情緒的衝擊。 

 

講員：陳嘉璐醫生 (資深精神科醫生)                                    
日期 ：6 月 27 日 (晚上 7:30-9:00 ) 
地點 ：茵怡幼稚園禮堂   

  
 報名方式：Whatsapp 報名 ( 教會電話 29970601 )  

 《 報名時提供個人姓名及所屬團契 》 

 歡迎肢體報名參加，場地座位有限，額滿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