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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崇拜  2020 年 7 月 4 日  

主日崇拜  2020 年 7 月 5 日  

講    題     牆  

講    員  鄭鈞業牧師  



頁一 

 
         少青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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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詩 四十七 1-2 ..................... 眾立 

「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 神呼喊！ 

   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讚美詩 .......... 聽命勝於獻祭/基督精兵奮起/全地至高是我主 ...... 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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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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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聆聽信息領受主  

讀 經........................弗 二 12-18 ................... ....主席 

見 證............................ ... 陳俊澔、陳厚銘 / 林禧彤、陳卓羿 

證 道............................牆 ...................... 鄭鈞業牧師 

回應詩 ....... ...........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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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鈞業牧師 鄭鈞業牧師 鄭鈞業牧師 

主    席 ：  余綺雯傳道 司徒穎弟兄 崔誠輝弟兄 

領    詩 ：  林佩瑤姊妹 林玉生弟兄  蔡孝慧姊妹 

司    琴 ：  陳毓薇姊妹 鄭悅祈弟兄 劉雪珍姊妹 

當值同工 ：  余綺雯傳道 吳素娟傳道 吳素娟傳道 

 



頁二 

 

本 週 事 奉 人 員  

 領 唱 小 組  蔡孝慧  凌秀霞  莊露潤  何健昌  

 影 音  週六：鄭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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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敏儀   

主日早堂：俞育紅  林美珍  

主日午堂：梁建偉  王為俊  蔡清琳  黃慧媚  

林美珍  郭念恩  俞育紅  季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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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二 1-2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   

神的奧祕。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  

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詩歌 
 

聽命勝於獻祭 選自《玻璃海 -願祢公義降臨  第 5-6 頁》  

1. 如常的頌讚，如常的事奉，問是為要得著誰認同 ? 

可會是麻木裏服從，然而愛主的心漸已凍，令讚美話語更顯不由衷。 

2. 沉迷生活裡，忙亂添負累，手在罪與虛空裡下垂。  
只盼望重遇見著神，和蒙召的恩可漸配襯， 願再愛著祢緊遵主教訓。  

 
讓我知聽命勝於獻祭，順從較獻精金可貴，願祢鑑察我心，  

是否敬畏祢過於一切；聽命勝於獻祭，今懇求祢賜我火的洗禮，  

剔出污穢、冷漠燒毀，重將這心歸祢（燃燒這生歸祢）  

用祢火熬煉我，熔掉冷漠重點愛祢的火。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較獻精金可貴，重將這心歸祢。  
 

 

 

 

 



頁三 

 

基督精兵奮起 選自《紅青 35》  

1. 基督精兵奮起，快快穿上軍裝，上帝藉著永生聖子，賜你剛強力量；  

仰賴萬軍之將，何懼仇敵猖狂，靠主能力向前爭戰，我軍銳氣莫當。  

2. 靠主全能膀臂，力量自必增強，頭戴主盔身披主甲，前驅深入戰場，  

奮鬥既成過去，戰爭亦獲凱旋！只要依靠耶穌基督，便能聖潔完全。  

3. 防守務要嚴密，靈命務要剛強，持守各樣恩惠美德，築成堅固屏障，  

靠主力上加力，警醒祈求爭戰，黑暗權勢全被消滅，高歌同慶凱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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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回應詩) 選自《讚美之泉  13 - 沙漠中的讚美， 8》  

你和我是天父愛的創造，每個人有最美的夢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擁抱，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雖你我不一樣，我們一路唱，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心再堅強也不要獨自飛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諒，有你愛的地方就是天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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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四 

     

  《證道經文 弗 二 12-18》 

 

2:12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

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  神。  

2:13 你們從前遠離  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祂的血，已

經得親近了。  

2:14 因祂使我們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

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2: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

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2:16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  神

和好了，  

2:17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2:18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祂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家事分享】  
1. 感謝大埔浸信會鄭鈞業牧師蒞臨本堂「少青主日」宣講神的道，讓弟兄

姊妹得著造就，願主賜福鄭牧師的事奉。  
 

2. ** 成年部於 6 月 27 日 (六 ) 舉行「都市人情緒講座」 
都市人情緒講座已順利完成，肢體可於 8 月底前，不用密碼登入教會網頁

重溫內容。  講員：陳嘉璐 (資深精神科醫生 )  

 

  3. ** 恢復實體崇拜聚會及網上錄播崇拜之安排  : 

a. 教會已恢復舉行三堂實體崇拜，其他聚會 已逐步恢復  

b. 聚會禮堂只容納一半人數入座。超過人數，將分流到其他場地觀看轉播 

c. 所有進入教會人士，必須遵守工作人員指示及措施指引 

    d. 主日兒童聚會延至 8月 9日恢復舉行暑期課程  

e. 看顧兒童只適用 6 月 28日至 8月 2日主日午堂崇拜 

f.  28/6至 2/8主日早、午堂實體崇拜外，同步有網上實時錄播週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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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五 

 

4. **  領取 19/7 聖餐禮主日聖餐套裝  : 

已受浸肢體若參加 19/7 網上崇拜，請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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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兒童部消息  : 
考慮到家長之顧慮、疫情的發展、導師之安排等因素，兒童託管將延

期至 8 月 2 日。  

8 月則如往年一樣為孩子們預備了一連串精彩的暑期活動 , 到時見大

家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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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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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邀弟兄留步，互相幫忙服侍。  

 

 

 

 

 

 

 

 

 

 

8 月 09 日  你拼我拼一起拼  8 月 16 日  Let’s go lego 

8 月 23 日  童心靈旅  8 月 30 日  聖經問答你我祂暨結業禮  



頁六 

 
 8.  2020-6-28 主日獻金   

 

 

  9. 財政簡報  05/ 2020 

常費 HK$ 基金 HK$ 

奉獻收入  423,006.00  
累積宣教士基金 (as 
at 04/2020) 

(54,700.00) 

常費支出  (371,904.31) 
累積宣教士基金 (as 
at 05/2020) 

(71,750.00) 

利息收入 1.00  
累積差傳基金 (as 
at 04/2020) 

510,804.29  

結存  51,102.69  
累積差傳基金 (as 
at 05/2020) 

524,324.29  

清還貸款 (17,762.54) 
累積購堂基金 (as 
at 04/2020) 

1,668,053.00  

當月現金流入 33,340.15  
累積購堂基金 (as 
at 05/2020) 

1,669,103.00  

上月現金流入 (144,884.52) 
累積慈惠基金 (as 
at 04/2020) 

25,950.00  

全年截至當月現金
流入(as at 
05/2020) 

(111,544.37) 
累積慈惠基金 (as 
at 05/2020) 

28,350.00  

 

 

 

 

 

十一奉獻  61,820 慈惠基金  600 

感恩  12,900 少青崇拜  23.50 

主日獻金  8,330.10 
支持宣教士 - 
M&M/瑞麟 /菜心  

500 

差傳基金  6,100 共收奉獻  90,273.60 



頁七 

 

 牧者心聲                             陳時發傳道 
 

 

《青少年牧養的轉化》  

每年 7 月的第一個主日都是「少青主日」，也提醍我最忙碌的暑假也開始

了。然後，整個少青部便開始忙著籌備不同的活動，如暑期營會、少青主日、

迎接升上少青部的兒童。然而，少青部今年將有一個不一樣的暑假。因著疫情

的關係，青少年崇拜和團契自 1 月底便暫停實體聚會，改為以網上型式進行。

即使現在限聚稍為放寬，少青部本年的計劃也被大大打亂，營會不斷延期、保

持社交距離的崇拜和團契等等。各種的環境變化都不斷挑戰我們牧者的智慧。  

 

事實上，這世代的少年人牧養的改變不單由疫情而起。自去年的社會事件，

香港青少年（當然，所有香港人也是）的生 活已經泛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青

少年對社會所展現出來的關心，亦令我們一眾成年人自愧不如。作為青少年牧

者，我們亦必須注意青少年需要一種全新的牧養需要。  

 

往日的青少年牧養，集中在知識性的聖經教導和團契生活的信仰實踐，信

仰和現實世界的分隔，使耶穌基督只存在於教會之內。不過在今日的香港，青

少年過往難以想像跟自己有任何關聯的政經、生死問題，已經深深纏繞他們。

青少年牧養不能停留信仰知識、道德的教導場所。相反，教會先要成為一個讓

青少年能實踐信仰的場所，讓他們在教會被塑造的天國價值觀，成為他們在世

生活的倫理。  

 

在此時此刻，作為牧者的我或許仍未找到行之有效的出路， 但我必須對青

少年牧養的改變有所警惕。如同梁家麟牧師指出，牧者需要緊記自身「福音使

命」和「牧養使命」。牧者要令少年人相信耶穌的同時，也要培育他們成為追

隨基督，在世上見證天國門徒。  

 

 

 

 

 



頁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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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講員  主席  領詩  司琴  同工當值  

11/7 顏家輝傳道  陳時發傳道  劉詠瑜  羅玉美  陳時發傳道  

18/7 梁華康牧師  陳國良常委  張佩儀  黃漢榮傳道  

25/7 黃漢榮傳道  梁碧瑜傳道  余欣荃  陳毓薇  梁碧瑜傳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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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顏家輝傳道  余綺雯傳道  司徒穎  凌秀霞  余綺雯傳道  

19/7 梁華康牧師  林玉生弟兄  陳偉珊  張佩儀  吳素娟傳道  

26/7 黃漢榮傳道  謝超民弟兄  歐陽惠冰  張佩儀  吳素娟傳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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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顏家輝傳道  郭滿華  歐陽惠冰  高志峰  梁華康牧師  

19/7 梁華康牧師  張家明  茵怡堂詩班  吳素娟傳道  

26/7 黃漢榮傳道  謝超民  劉思穎  高志峰  梁華康牧師  

 

  

【7 月關顧當值編排表】  如有調動，請聯絡辦公室 29970601 

 

 

 

 

 

7 月    暫停至另行通知  



頁九 

《宣道會茵怡堂》「恢復崇拜及聚會」之最新安排 

1. 教會已恢復舉行各堂實體崇拜  

- 聚會時間 : 逢週六下午 5:30、主日早上 9:15及 11:00 

- 主日早上 9:15及 11:00 之實體崇拜外，6月 28日至 8月 2日前亦同步有網上

實時錄播週六崇拜。會眾可無須密碼登入教會網頁（www.vcmac.org ) 參與崇

拜。 

- 限聚令規限，聚會的禮堂只可容納一半人數入座。人數超過限定，將分流到

其他場地觀看轉播。  

- 會眾進入教會，必須量度體溫、消毒雙手、全程帶口罩、以八達通咭剔到、

保持社交距離、避免握手等身體接觸。身體如有不適者，須參加網上崇拜。 

- 看顧兒童只適用於 6 月 28 日至 8月 2 日主日午堂崇拜於靚中課室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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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3日更新 

 

聚會 舉行日期 備註 

主日崇拜 - 兒童看顧 6月28至8月2日 靚中 @ 課室 

各年齡層 - 團契 6月 按各團契決定 

會議 6月 按各部決定 

晚間祈禱會 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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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 起 靚中 622 室 

黃金歲月 7月5日 起 靚中 422 室 

詩班 6月28日 起 靚中及幼稚園練習 

主日祈禱會 7月 稍後通知日期 

幼兒(K3)及兒童(P1-P6) 聚會 8月9日 起 靚中 2樓 及 4樓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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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 開課 



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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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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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一一 

 

為世界祈禱 

全球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突破一千萬宗，並超過 50 萬人死亡，美國、巴西、俄羅斯、印

度等多國疫情持續嚴峻。求神恩領各國政府有效控制疫情，並讓醫學專家早日成功研發

有效疫苗，帶領各地民眾走出疫情困境。 

 

埃塞俄比亞著名異見歌手哈查魯 6 月 29 日傍晚在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巿效駕車途中被槍

殺，事件引發民眾憤怒上街抗議，最少 50 人在示威中喪生。求神保守事件能得到和平

處理，並賜智慧給政府解決國家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 

 

緬甸北部一座翡翠礦場於 7月 2日發生山泥傾瀉及大規模崩塌，造成至少 113人死亡，

多名礦工受困。求神保守救援工作，早日救出所有被埋工人，並親自安慰及醫治死傷者

及其家屬。 

 
為香港祈禱 

港區國安法正式在港實施，社會各界有不同迴響，有意見認為條文範圍及定義寛闊，令

巿民有所疑慮。求神施恩，帶領香港前路；並幫助主內各個家庭，在計劃前路時，能專

心尋求神的心意和帶領。 

 

七一回歸 23週年，警方在銅鑼灣及港島等地拘捕約 370人，其中 10人涉嫌違反國安法，

求神施恩保守每一宗案件的調查、審訊過程和結果。 

 

 

為教會祈禱 

一群青少年導師組長因所屬教會過去一年面對社會事件的態度和處理手法感到失望而

集體請辭，事件引起教會界關注及反思。求神施恩看顧，幫助教會適切處理，並引導各

方能按主的心意面對社會爭議和分歧，讓裂縫得以修補。 

 

教會常委會已經與區聯會執委代表面談有關自立事宜，求神繼續恩領前面每一步，並引

導茵怡堂各方面邁向成熟，成為討主喜悅的教會。 

 
 

為肢體祈禱 

家長小組何雪儀姊妹舅父楊亞強於 6 月 14 日離世，並於 7 月 10 日(五) 晚上設靈於九

龍殯儀館地下德望堂，以道教儀式進行，及於 7 月 11 日 (六) 上午舉行出殯禮。求主

賜下安慰，保守喪禮安排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