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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  

週六崇拜  2020 年 9 月 19 日  

主日崇拜  2020 年 9 月 20 日  

講    題  放下權柄的自由  

講    員  梁華康牧師  



頁一 

 

      聖餐主日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  

一、揚聲歌頌讚美主  

宣召............. ............詩 一零五 1-4..................眾立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祂的名，在萬民中傳揚祂的作為！要向祂 

唱詩歌頌，談論祂一切奇妙的作為！要以祂的聖名誇耀！尋求 

耶和華的人，心中應當歡喜！要尋求耶和華與祂的能力， 

時常尋求祂的面。」 

讚美詩 ................ 讓讚美飛揚/我是主的羊 .......... 梁華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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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聆聽信息領受主  

聖餐詩.....................我怎能不為主活... ........... 梁華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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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林前 九 7-23 .................... 主席 

證 道......................放下權柄的自由 .............. 梁華康牧師 

回應詩 ....... .............一顆謙卑的心 .................. ..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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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關顧、領受見證主  

金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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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梁華康牧師/眾立 

殿 樂. ...........................................梁華康牧師/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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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崇拜 

 

主席領詩及講員 ： 梁華康 牧師 

 

 

 



頁二 

 
詩歌 

讓讚美飛揚 選自《讚美之泉  01》第 27 首  

在這美麗的時刻，我們相聚在一起，神的愛擁抱著我們，神的靈充滿這地，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擊鼓跳舞揚聲歡呼，凡有氣息都

要讚美祂。  

 

讓讚美從四處響起，讓音符在空中飛舞，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讓讚美從

四處響起，讓音符在空中飛舞，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  

 
 

我是主的羊 選自《青年聖歌  III，43》  

主領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黃昏時主與我一路同行，  
牧場上主的羊都得飽足心快暢，我是主的羊。  
 
青草地（死蔭幽谷），溪水旁（高山峻嶺），黃昏時（黃昏時），  
有主與我同行  (有主與我同行 )。黑暗夜（死蔭幽谷），路崎嶇（高山峻嶺），  
每一步（每一步），跟隨主行  (跟隨主行 )。  
 
主領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黃昏時主與我一路同行，  
牧場上主的羊都得飽足心快暢，我是主的羊。  

 

我怎能不為主活 (聖餐詩 )  選自《神的孩子，4》  

我怎能夠為自己活，因主耶穌為我釘死在十架；  

流出寶血，洗我罪過，如此厚恩永遠難報答。  
 

祢揀選我，在創世之前；祢接納我，雖我並不完全；  

祢醫治我，讓我悲苦化為甘甜，使我生命成為奇跡。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基督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賜，生命本源於祢靠祢而立，  

主啊！我有什麼權利，可以不為祢而活？   

我將一切完全獻於祢。  

 

一顆謙卑的心 (回應詩 ) 選自《一顆謙卑的心，10》 

求祢給我一顆謙卑的心，給我一顆受教的靈，  

好讓我能走在祢的旨意裡，如同耶穌的生命。（x2）  

幫助我更多的禱告，幫助我更深的倚靠，  

單單相信祢，深深敬畏祢，一生要跟隨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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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道經文 林前 九 7-23 》 
 

9:7 有誰當兵自備糧餉呢？有誰栽葡萄園不吃園裡的果子呢？有誰牧養牛羊不吃

牛羊的奶呢？ 

9:8 我說這話，豈是照人的意見；律法不也是這樣說嗎？ 

9:9 就如摩西的律法記著說：「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難道 

神所掛念的是牛嗎？ 

9:10 不全是為我們說的嗎？分明是為我們說的。因為耕種的當存著指望去耕種；

打場的也當存得糧的指望去打場。 

9:11 我們若把屬靈的種子撒在你們中間，就是從你們收割奉養肉身之物，這還算

大事嗎？ 

9:12 若別人在你們身上有這權柄，何況我們呢？然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倒

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9:13 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嗎？伺候祭壇的就分領壇上的物嗎？ 

9:14 主也是這樣命定，叫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 

9:15 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我寫這話，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因為我寧可死也

不叫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 

9:16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 

9:17 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9:18 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甚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

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 

9:19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 

9:20 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

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9:21 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 神

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9:22 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

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9:23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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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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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茵怡堂自立堂會  

感謝神的恩典，區聯會已通過茵怡堂申請自立堂會，並定於 11

月 1 日爲自立堂慶日期。願主繼續賜福茵怡堂，帶領弟兄姊妹

同心合意，建立教會，榮耀歸主。  

 

 

   3. 差傳部︰十月差傳月  

 配合 2020 茵怡家差傳月，差傳部舉行一系列關心宣教活動，詳情如下︰  

※  誠邀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一同以行動回應主托付的大使命。  

 

 

4. 傳道部  -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將於 10 月 18 日下午 3 時  舉行一個網上佈道會  

主題為「逆轉人生  -  走出生命的困局」  

講員：沈祖堯教授      

見證：司徒永富博士  

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朋友一齊觀看  

 

 

日期  內容  

3/10 週六  

4/10 主日  

差傳年會  

回顧 2020 茵怡家差傳事工  及  簡介 2021 年差傳目標  

關心守望「黃金閣工場」及「石頭姑娘」  

10/10 週六  

11/10 主日  

有獎問答遊戲  

關心守望「雲南工場」、「菜心夫婦」及「小指先生」  

17/10 週六  

18/10 主日  

宣教書籍分享  

關心守望「瑞麟家庭」及「M&M 家庭」  

24/10 週六  

25/10 主日  

差傳主日  

展望 2021 茵怡家差傳事工  

2021 差傳基金信心認獻即場回應  

獻唱差傳詩歌  及  宣教體驗見證分享  

關心守望「小驢家族」及「本地差傳機構」  



頁五 

 

 

5. 培訓部  -   

A.  專題講座  - 《如何面對按照道教或佛教儀式進行的喪禮》  

在香港這個多元宗教社會中，基督徒經常要面對按其他宗教儀式進行的

喪禮。例如非基督徒親人離世，未信主的家人可能會為離世親人安排以

道教或佛教儀式進行的喪禮。會友面對這些異教禮俗，往往會感到困惑

和無所適從，如何應對是一項信仰的挑戰。  

  

專題講座的目標是要讓聽眾能明白道教和佛教喪禮的過程，與及其中所

反映的死後世界觀。講員會分析這些死後世界觀與基督教信仰的差異，

亦會與聽眾一起探索如何在這類喪禮中自處。講員亦會提供一些建議，

協助聽眾如何在這類喪禮中，把握時機與家人分享福音。  

 

日期：2020 年 9 月 27 日   時間：下午 2 -5 時   形式：ZOOM 即時講座  

講員：鄺振華博士（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世界宗教）副教授） 

*肢體可經以下方法報名參加 1) 團契  或  2) 教會 WhatsApp 2997 0601； 

會議連結會在課程舉行前三天提供。  

 

B.  第三季培訓課程  

第三季培訓課程現正接受報名。本季開辦課程包括《約翰書信》、《初

探教會歷史：中世紀教會》和《專題講座：如何面對按照道教或佛教儀

式進行的喪禮》。詳情請參閱課程資料。*肢體可經以下方法報名參加  

1) 團契  或  2) 教會 WhatsApp 2997 0601 。  

 

 

 6. 會眾除聚會時奉獻外，日後仍可經以下途徑安排奉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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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款後將入數紙及奉獻項目 whatsapp 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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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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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茵怡幼稚園招生通告：  

由即日起至 10 月 8 日，茵怡幼稚園招收 2021-2022 年度 9 月新生，現

優先招收宣道會茵怡堂已受浸及轉會會友之子女。茵怡堂會友適齡入

學之幼童，請上宣道會茵怡幼稚園網頁，下載報讀入學申請表格。填

妥表格後，請寄回茵怡幼稚園，或致電茵怡幼稚園查詢，電話：2997- 

0820。  

 

 

 8. 2020-9-13 主日獻金   

 
 

 

 

 

 

 

                        

 

 

十一奉獻  56,427 
慈惠基金  

(黎巴嫰災情/基層家庭) 
40,700 

感恩  14,400 

支持宣教士  

(M&M/瑞麟/小驢/菜心/   

小指/石頭) 

2,000 

主日獻金  810 少青崇拜  500 

差傳基金  4,600 其他奉獻(購堂) 1,500 

兒童崇拜  1,000 幼兒崇拜  500 

  共收奉獻  122,437 

 教會祈禱會  
日期  :  0  9 月 23 日  

地點  : 線上 Zoom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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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會茵怡堂》 
「崇拜及聚會」之最新安排 

 
1. 9 月 20 日  至 9 月 27 日  暫停舉行各堂現場崇拜，改爲實時網上錄播。  

- 按時登入教會網頁 ( www.vcmac.org ) 瀏覽程序表，鼓勵眾弟兄姊妹家中同心敬拜。 

- 無需密碼登入只限 3 個時段實時網上崇拜（週六 5:30pm；主日 9:15am 及 11:00am） 

- 崇拜後的週一至週五前，無需密碼重溫上週證道錄音  

- 崇拜錄播影片，請勿上載、轉發分享其他媒體  

 

2. 9 月 23 日舉行之晚間祈禱會，改爲實時線上祈禱會  

- 按時登入教會網頁 ( www.vcmac.org ) 瀏覽代禱事項，鼓勵會眾家中一同祈禱。 

- 於 23 / 9 週三晚八點正，登入網頁，按入視訊連結參與實時祈禱會 

 

3. 9 月 30 日前舉行之所有會議及實體聚會  

   由即日至 9 月 30 日，教會所有年齡層之實體聚會，將全部暫停。 

- 暫停聚會包括兒童崇拜、少青聚會、長者團契、幸福人生、主日祈禱會和詩班等聚會。 

- 部份團契及各部會議將改為線上舉行。 

 

4. 彼此關懷代禱，為疫情守望  

   抗疫期間鼓勵眾弟兄姊妹，保持電話聯絡，彼此關懷代禱，並關懷鄰舍需要，為香港 

及各地的疫情守望。 

 

5. 查詢聚會及最新安排  

 教會繼續留意疫情的最新進展，並於 9 月 30 日或之前檢討聚會安排。 

歡迎會眾辦公時間內致電教會查詢或 whatsapp 2997-0601 留字待覆。 

 

 

宣道會茵怡堂 

 2020 年 9 月 15 日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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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禱告 
 

1. 疫情發展: 香港疫情開始穩定，惟疫情在世界不同地區仍未受控，全球累計超過

2947 萬人確診，93 萬人死亡，求主憐憫，讓疫情快快過去; 各國不同疫苗進入臨床

試驗階段，一些接種的人出現副作用，求主繼續賜下智慧，讓疫苗得以早日成功研

發; 求主保守較貧窮的地區，能在疫情中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援。 

2. 生態環境: 世界各地都出現極端反常的天氣，加上美國西岸發生特大山火，都令

到北半球溫度上升，各地區的平均溫度比往年的溫度高出攝氏 1.17 度至 3 度不等; 由

於溫度持續攀升，位於格陵蘭一塊面積超過整個巴黎的巨大冰塊，已從北極最大冰

架崩裂，落入海裡。求主叫人類更懂得珍惜資源，以上帝所賜管理大地的權柄和智

慧來保護大地。 

 
為香港禱告 

 
1. 虐老家暴: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市民留家抗疫，家人之間摩擦增多，小事也可成

導火線。虐老家暴求助升七成。求主保守長者得著合適的照顧; 求主為長者預備社

區支援，以減少長者與照顧者之間的壓力。 

2. 疫情發展: 本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人數持續回落，防疫措施擴大放寬範圍，求主

繼續保守香港疫情的狀況; 求主保守各行業逐步回復正軌; 求主賜智慧給官員安排

各項出入境的政策。 

 
為教會禱告 

 
1. 9 月 27 日《如何面對按照道教或佛教儀式進行的喪禮》專題講座: 求主使用，幫

助信徒更明白及認識有關儀式，並懂得如何面對有關處境。 

2. 10 月 18 日《逆轉人生》網上佈道會，求主使用，感動弟兄姊妹邀請未信主的親友

參與，為將要被邀請的親友祈禱，求主預備他們的心認識主耶穌。 

3. 感恩教會成功通過自立，並將於 11 月第一個主日舉行自立禮和堂慶。弟兄姊妹

們正在籌辦堂慶，願主保守整個過程，讓弟兄姊妹享受一同建立的喜樂; 求天父保

守疫情的發展，讓堂慶在疫情下得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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