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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崇拜  2020 年 9 月 26 日  

主日崇拜  2020 年 9 月 27 日  

講    題  
再思「隨心而行?」  
:代價與益處  

講    員  陳時發傳道  



頁一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  

一、安靜預備等候主    

迎候....................... 主在聖殿中...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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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零六 1 .................... 主席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讚美詩 ............... 至高尊貴的祢／祢是我異象 ......... 陳時發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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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聆聽信息領受主  

讀 經........................林前十 23至十一 1 .............. 主席 

證 道................再思「隨心而行 ?」：代價與益處 ....... 陳時發傳道 

回應詩 ....... ................終生也堅持 .................. ..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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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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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 ...........................................陳時發傳道/眾立 

殿 樂. .......................................... 陳時發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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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時發 傳道 

 

 

 



頁二 

 
詩歌 

至高尊貴的祢 選自《角聲使團 20 周年  - 燃動生命，8》  

我讚美祢，至聖的主，滿有聖潔公義，  
我仰望祢，謙卑跪拜，因祢極偉大和榮耀，  
 
我敬拜祢，聖潔的主，願祢的榮光耀遍地，  
我渴慕祢，光輝榮美，願國度權柄，也都歸祢。  
 
峻嶺山川述說，主的大愛，大海呼叫澎湃，也為祢喝采，  
唯獨祢昔在永在，君尊屬祢，萬國屈膝讚頌，至高尊貴的祢。  
 
 

祢是我異象 選自《2020 全新概念專輯〜《Music Diary 冬‧日記》  

1. 靠祢給我護航願獻上身心，異象完全是祢請祢導引，  

在白晝黑暗內心渴慕未停，沉睡與清醒祢都光照帶領。  

2. 智慧出自神話語裡更新，求時常同在祢給我護蔭，  

身心都交托並稱祢是父神，求共祢一起我心深處有祢。  

3. 教我歡唱未停立志作主兵，求神成為後盾最尊貴利劍，  

靈魂的堡壘是高塔是護牆，神導領加力我的天國印記。  

4. 至聖天上王共細聽凱歌，求同行同在裡欣慰渡過，  

完全讓祢掌控月影缺或圓，仍是我嚮導祢執掌到永遠。  

 

 

終生也堅持 (回應詩 )  選自《愛在軟弱中盛放，7》  

哀哭的聲音遍滿地上，荊棘的呼聲處處蕩漾，失去方向，為甚要這樣，  

崎嶇一生中滿佈問號，彷彿這一刻我每段路，都看不到，但仍謝我主。  

 

終生也堅持 (盡靠倚 )，艱苦仍願意，深信在背後盛載主心意是祂旨意，  

能安撫我心靈 (獨有主 )，盼望能復見，能跨出苦痛  不傷心痛悲，  

深深愛著祢。深深愛著祢，衷心讚頌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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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道經文 林前 十 23 – 十一 1》 
 

10:23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10:24 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10:25 凡市上所賣的，你們只管吃，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甚麼話， 

10:26 因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 

10:27 倘有一個不信的人請你們赴席，你們若願意去，凡擺在你們面前的，只管

吃，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甚麼話。 

10:28 若有人對你們說：「這是獻過祭的物」，就要為那告訴你們的人，並為良

心的緣故不吃。 

10:29 我說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這自由為甚麼被別人的良心論斷呢？ 

10:30 我若謝恩而吃，為甚麼因我謝恩的物被人毀謗呢？ 

10:31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 

10:32 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 神的教會，你們都不要使他跌倒； 

10:33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眾人的益處，叫他們

得救。 

11:1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家事分享】  

 
1.  感謝本堂陳時發傳道宣講神的道，讓弟兄姊妹得著造就，願主賜

福陳傳道的事奉。  

 

2.  **培訓部特別報告 :原定主日下午舉行的《如何面對按照道教或佛

教儀式進行的喪禮》，因講員鄺振華博士受傷入院，本次講座將

會延期舉行。待確認新的舉行日期後，將會再作通知，不便之處，

敬請原諒。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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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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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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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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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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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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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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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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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9 月份《宣訊》  

9 月份  (第 249 期 ) 《宣訊》經已出版，鼓勵弟兄姊妹前往  

以下網址，或掃瞄 QR 碼閱讀 : 

 https://cmacuhk.org.hk/2020/09/17/249 

 

 

 

 

      

          Andriod          iphone 

https://cmacuhk.org.hk/2020/09/1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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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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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20-9-20 主日獻金   

          

     11. 財政簡報  08/ 2020 

        

常費 HK$ 基金 HK$ 

奉獻收入  366,421.00  
累積宣教士基金 
(as at 07/2020) 

(76,100.00) 

常費支出  (371,540.94) 
累積宣教士基金 
(as at 08/2020) 

(94,300.00) 

利息收入 0.79  
累積差傳基金 
(as at 07/2020) 

538,092.29  

結存  (5,119.15) 
累積差傳基金 
(as at 08/2020) 

539,692.29  

清還貸款 (17,799.19) 
累積購堂基金  
(as at 07/2020) 

1,672,903.00  

當月現金流入 (22,918.34) 
累積購堂基金 
(as at 08/2020) 

1,673,403.00  

上月現金流入 (329,328.21) 
累積慈惠基金 
(as at 07/2020) 

44,650.00  

全年截至當月
現金流入(as 
at 08/2020) 

(352,246.55) 
累積慈惠基金 
(as at 08/2020) 

63,150.00  

 

十一奉獻  71,280 
慈惠基金  

(黎巴嫰災情/基層家庭) 
21,000 

感恩  4,500 
支持宣教士  

(M&M/石頭) 
200 

差傳基金  1,500 其他奉獻(購堂) 200 

  共收奉獻  9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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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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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祈禱會  
                    日期  :  10 月 04 及 10 月 28 日  

                               地點  :     線上或實體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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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禱告 

1. 印度疫情: 疫情在多國仍然嚴峻，印度確診人數為全球第二，區內有病徵的人，

有不少未能得到檢測機會。也由於疫情急遽上升，氧氣的供應量也不足，讓患者在

治療過程中未能得到適合的治理。求主憐憫這國家; 求主讓疫情得以受控; 求主讓印

度得到防疫援手。 

2. 疫情下的宣教: 因疫症關係，差傳格局將面對巨大轉變，種族主義、仇外心理、

扭曲的民族主義興起，人心變得剛硬，聯合國秘書長稱之為「仇恨海嘯」。矛盾加

劇，越來越少人願意作誠懇有益的對話，這情況不僅出現在國家之間，還發生在 

國家內不同群體之間，甚至人與人之間。求主讓福音的工作能持續進行，求主改變

人心，願上帝的國得以在這情形下大大的擴張。 

 
為香港禱告 

1. 鼠患: 本港鼠患日趨嚴重，近日多踪染鼠疫的個案，求主顧念香港空間狹小，賜

予政府智慧能力與各部門，進行滅鼠防疫的工作。 

2. 學生局佈復課: 9 月 23 日起學生逐步復課，求主保守過程暢順; 求主保守校園防疫

措施之安排; 求主保護孩子讓他們能有健康學習; 求主幫助孩子在校園有美好適應; 

繼續記念未復課的孩子，求主保守他們網上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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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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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措施持續擴大放寬範圍，惟宗教團體仍未獲得限聚之括免，求主引領，幫助

我們耐心等候，也求主為教會預備，能早日回復實體聚會。 

2. 本主日(2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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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保守網絡，讓聚

會順暢進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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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月 25日浸禮，需要以有別於過去的形式進行，求主保守安排的過程; 求主堅固，

保守預備受浸肢體的心，賜下平安。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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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