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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一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 

 聖餐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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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詩 廿一 : 13 ..................... 眾立 

「耶和華啊，願你因自己的能力顯為至高！這樣，我們就唱詩，歌頌你的大能。」 

讚美詩 ............ 求聖靈充滿/以感恩為祭/全地要述說主恩 ........ 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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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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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聆聽信息領受主 

聖 餐 詩...................... 為我受傷 ........................ 主席 

施領聖餐.................. ............................... 梁華康牧師 

讀 經...... ... .. ............啟 四 1-11 ........... ... .......主席 

證 道.........................顛覆的敬拜 ................. 梁華康牧師 

回應詩 ........................誰主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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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 ......................梁華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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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華康牧師 梁華康牧師 梁華康牧師 

主    席 ：  陳國良常委 謝超民弟兄 羅全安常委 

領    詩 ：  陳國良常委 陳偉珊常委  莊露潤常委 

司    琴 ：  曹穎勤姊妹 張佩儀姊妹 劉雪珍姊妹 

當值同工 ：  黃漢榮傳道 吳素娟傳道 吳素娟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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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事奉人員  

 領 唱 小 組  主日：馬麗雯  梁慧君  凌秀霞  

 影 音  週六：陳家俊  
主日早堂：陳長榮  黃少輝  溫慧玲  鄧少康   
主日午堂：郭滿華  陳日平  史美邦  

 招 待  
 

週六：麥美瓊  
主日早堂：陳美如  黃劍容  
主日午堂：鄭志東  林乙嬌  朱亞娟   
         劉劍慈  孫詠媚  陳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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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 選自《生命聖詩  第 161 首》  

1. 真理聖靈，求祢降臨，寧息我這戰兢心，  

賜下祢的神聖同在，願你現在充滿我。  

2. 求充滿我，恩惠之靈，按祢自己的途徑，  

我極需要祢充滿我，願祢現在充充滿我。  

3. 我甚軟弱，極其軟弱，伏主足前求助我，  

懇求神聖永恒聖靈，現以能力充滿我。  

4. 求祢安慰，救助，賜福，求膏抹我心我額，  

祢在安慰，祢在救助，聖靈正在充滿我。  

充滿我，充滿我，求聖靈來充滿我，  

賜下祢的神聖同在，願祢現在充滿我。  

 
以感恩為祭 選自《團契遊樂園 5》第 20 首  

主，為祢的恩典，我要滿心感謝，由泥內生機，到變幻天氣，讓這世

界各樣完備。  

 

主，為祢的恩手，我要滿心感謝，由扶助拯救，到試煉阻攔，導我按

祢正路前行。我出生前祢已深知我，到了今天亦有幫助，為我備救

恩，召我出黑暗，做祢聖潔國度人民。  

 



頁三 

主，為祢的恩言，我要滿心感謝，由提示安慰，到責備管教，內裡有

祢愛念呈現。主，為祢的恩情，我要滿心感謝，也要常思想，晝夜數

算，藉愛見證祢大能。  

 

祢的安排往往多新意，祢有豐賞亦會收取，微細調配中讓我得益處，

現我再看天恩處處。神呀！祢恩典太美妙神奇，配得萬眾稱善，我要

以感恩為祭獻給祢，並永記念祢作為。  

 

 
全地要述說主恩  選自《角聲使團 -源來有祢》第 4 首   

1. 好比天際晚星，無窮恩典供應，天天都靠祢得勝；  

青山壯麗美景，叢林奏樂發聲，碧海千里也響應。  

全能偉大父神，以愛恩及萬民，從沒變更。  

2. 親手創造世間，權能諸天可鑑，主深恩令我驚嘆；  

始終看顧愛惜，同行歲月往返，將漆黑變作璀璨。  

全能偉大父神，以愛恩及萬民，從沒變更。  

 

讚美父神！讚美父神！清早到晚間，東西各方齊來頌讚！  

歌聲響遍，一起將心奉獻，全地要述說主恩百遍萬遍！  

#萬國也同來和唱，來用讚頌與歌聲敬拜奉獻！  

 

 

為我受傷(聖餐詩 ) 選自《生命聖詩》第 124 首  

1. 為我受傷，為我受傷，十字架上耶穌為我受傷；  
罪蒙赦免我今得著釋放，皆因救主耶穌為我受傷。  

2. 為我受死，為我受死，十字架上耶穌為我受死；  
因祂受死我得救贖福祉，皆因救主耶穌為我受死。  

3. 為我復活，為我復活，從墳墓裡主已為我復活；  
死亡毒鉤今後不能害我，皆因救主耶穌為我復活。  

4. 為我再來，為我再來，必有一天主要為我再來；  
見主慈顏何等喜樂暢快，滿心讚美主，祂為我再來。  

 

 
誰主明天 (回應詩 ) 選自〔齊唱新歌第  11 集，4〕  
1. 動盪變遷，世事難料，徬徨裡失去目標，  

生老病危，苦罪是迷，人生消失似煙。  

2. 禍患困擾，天災難料，誰定向為我指示，  

唯獨救主，可指引方向，陪伴我尋覓那新一天。  

 
明天告別時，幻變世界會終結，唯獨祢永活，永生永不改變，  

耶穌祢是盼望，是祢主宰今天，明日掌管於祢手裡。  



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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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道經文 啟 四 1-11》 

4:1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

：「你上到這裡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  

4: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4:3 看那坐著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好像綠寶石。  

4:4 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其上坐著二十四位長老，身穿白衣，頭

上戴著金冠冕。  

4: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

燈就是  神的七靈。  

4:6 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前

後遍體都滿了眼睛。  

4: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二個像牛犢，第三個臉面像人，第四個像飛鷹。  

4:8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他們晝夜不住地說：聖哉

！聖哉！聖哉！主  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4: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者的

時候，  

4:10 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他

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  

4:11 我們的主，我們的  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

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家事分享】  
1. 感謝本堂堂主任梁華康牧師宣講神的道及施領聖餐，帶領弟兄姊妹一同紀

念主愛，願證道信息讓弟兄姊妹得著造就，願主賜福梁牧師的事奉。  

 



頁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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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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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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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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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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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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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教會晚間祈禱會  : 

6 月 24 日 (三 ) 晚上 8-9 時，於慧安副堂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出席。  

 

 

 



頁六 

 

9. 2020-6-14 主日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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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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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關顧當值編排表】  如有調動，請聯絡辦公室 29970601 

 

  

十一奉獻  71,320.00 差傳基金  1,700.00 

感恩  17,450.00 慈惠基金  7,600.00 

主日獻金  3,090.00 
支持宣教士 - 
M&M/瑞麟 /小驢 /菜心  

3,800.00 

購堂  500.00 共收奉獻  105,460.00 

日期  講員  主席  領詩  司琴  同工當值  

27/6 余綺雯傳道  陳時發傳道  余欣荃  張佩儀  陳時發傳道  

4/7 鄭鈞業牧師  余綺雯傳道  林佩瑤  陳毓薇  余綺雯傳道  

日期  講員  主席  領詩  司琴  靚中同工當值  

28/6 余綺雯傳道  林玉生  馬麗雯  張佩儀  吳素娟傳道  

5/7 鄭鈞業牧師  司徒穎  林玉生  鄭悅祈  吳素娟傳道  

日期  講員  主席  領詩  司琴  靚中同工當值  

28/6 余綺雯傳道  崔誠輝  林佩珊  高志峰  梁華康牧師  

5/7 鄭鈞業牧師  崔誠輝  蔡孝慧  劉雪珍  吳素娟傳道  

6 月    暫停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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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6 月）               吳素娟傳道 

 

去年10月起，我由少青部轉往成人牧區服侍。近日整理活樂團和迦南團的資料時，驚

覺兩個團契的團訓均選自【約翰福音】13章34節︰「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

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迦南團加上35節）這條主耶

穌離世前給門徒的新命令，也正是我青少年時期成長團契的團訓，激勵我再一次反思

和體會耶穌不一樣的愛。 

 

首先耶穌的愛是「有行動的愛」。約翰福音13章開頭，記載了耶穌為門徒洗腳的事。

因為猶太人日常都是穿著涼鞋，在路上沙土很多，腳上會沾滿塵埃。因此，吃飯之前

洗腳是他們的生活習慣，但洗腳的工作都是由僕人來做的。耶穌深愛門徒，把握離世

前的機會，放下自己尊貴的身份，成為僕人以行動讓門徒體會祂深厚的愛。 

第二方面是「不計較的愛」。經文13章18至38節，耶穌知道門徒之中的猶大會出賣自

己，彼得會三次不認祂，其他門徒也會離開祂。但耶穌愛門徒愛到一個地步，門徒忘

恩負義，祂依然深愛他們，為他們洗腳。中國有一句話「有恩報恩，有仇報仇」，這

是世人的想法。但我們的主耶穌也愛出賣過祂的人，不單為他們洗腳，甚至為罪人死

在十架上。 

 

耶穌不一樣的愛，讓我想起1956年五位到南美厄瓜多爾落後部落的宣教士，他們被發

現慘遭殺害，之後這五個年輕人的太太們帶著自己的小孩，再次到這地方盡心盡力地

事奉，有一天這裡的村長問她們是誰，她們回答：「我是你殺害的人的妻子，我們再

次來到這裡的理由是因著神的愛。」之後，這落後部份的村長信主了，亦令村民一個

一地信主。 

 

我們常常從宣教工場或宣教士身上聽聞這類犧牲的愛的見證，因為他們定睛在主托

付更大更遠的使命上。我的母校建道神學院近日正面臨極大的困難和挑戰，極需要從神

而來「彼此相愛」的心去面對和處理這事件。前任院長梁家麟牧師這樣分享：「建道整

個群體，是由一個夢想，一個異象粘合，能夠讓更多不同恩賜，不同想法的人走在一

起，是我們共同的夢，我們很想在這個群體裡，實現上帝給我們的異象。」香港教會群

體亦然，茵怡這群體亦然，願我們都轉眼仰望耶穌，看見從祂而來的異象使命，才更有

能力實踐耶穌基督那份有行動不計較的愛，當「我們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

我們是主的門徒了」。 

 



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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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凡參與實體聚會者，請遵從教會聚會之防護措施及指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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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個課室 

各年齡層 - 團契 6月 起 按各團契實況及決定 

會議 6月 起 按各部實況及決定 

晚間祈禱會 6月10日 起 慧安副堂 

少青崇拜 6月14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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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6 月 暫停聚會 

幼兒 (K1-K2) 9月6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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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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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會茵怡堂 

2020 年 5 月 22 日更新 

 



頁一○ 

為世界祈禱 
美國再發生黑人被警擊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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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再發生美國亞特蘭

大黑人男子布魯克斯被警員開槍打死事件，激起當地進一步爆發反種族主義示威。求

主幫助政府能以公正及合宜的方式處理事件，改革警例保障人權，以免再發生同類事

件。 

 

中印邊界致命衝突 

中印邊境於本月 15 日爆發衝突，雙方均傳出有士兵傷亡。衝突已造成印度 20 名士兵

死亡，解放軍有 43 人死傷(中方未證實消息)。求主保守兩地政府能保持克制，以免再

爆發衝突引至人命傷亡。 

 

北京疫情反彈 

北京的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反彈，過去一星期累積出現 158 宗病例，祈求上帝憐憫受疫

情影響的地區；並求上帝引導掌權者能帶領各地人民抗疫，走出生活困境。 

 

北韓炸毀兩韓聯絡辦公室 

北韓日前炸毀位於開城的兩韓聯絡辦公室，震驚各界。求主保守平壤政府能克制此種

挑釁行動，求主引導兩韓同意通過對話協商來解決局勢。 

 
 

為香港祈禱 

香港民生 

香港經濟遭受反修例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夾擊，今年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GDP）破

最大跌幅下跌 8.9%，最新失業率更升至 5.9%高位。基層勞工成為暴疫下最大苦主，

學者亦料凍薪機會大。求主保守政府能制定有效的經濟措拖改善民生，並求主施恩看

顧生活在困苦的人。 

 

政府放寬聚集人數 

政府調整和放寬在公眾地方進行羣組聚集的人數限制由 8 人放寬至 50 人，餐飲業務處

所的聚餐人數亦不會設人數上限。祈求上帝引導政府及港人能同心抗疫，讓香港早日

走出疫情困境。 

 

為教會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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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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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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