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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崇拜  2020 年 10 月 3 日  

主日崇拜  2020 年 10 月 4 日  

講    題  天國不拒身份迷失的人  

講    員  吳艷嫻牧師  



頁一 

 

成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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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彼前 一 3 ..................... 主席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 

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 

讚美詩 ......... 高唱神大愛/祢總不撇棄/何等奇妙的救主 ......... 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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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聆聽信息領受主  

讀 經................路 九 51-56；十 30-37；十七 11-19 ....... 主席 

證 道....................天國不拒身份迷失的人 .......... 吳艷嫻牧師 

回應詩 .......... .............差遣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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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梁華康牧師/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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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金句】  林前  九 26-27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講員： 吳艷嫻牧師    主席：梁華康牧師         

領詩： 莊露潤常委   凌秀霞   歐陽惠冰  

司琴： 劉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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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高唱神大愛  選自《同心圓》  

1. 高過天，也深過海，是神大愛，由東至西，再西至東，亦難及祢的愛。  
高深廣博，十架犧牲的愛讓我知道我存在，  
 

2. 心裡驚嘆，口裡稱讚，神是愛，心裡相信，口裡宣告，神是我主宰。  
諸天歡唱，全地和應，石頭亦放聲難道要按捺。  
 
神大愛始終不變改，愚拙與憂傷祂都愛，   
至死不渝的愛，讓我生命願意為祢去改。  
 
懸十架犠牲不放開，來讓我懂得怎麼愛，  
至死堅持的愛，願一生跟隨祢，效法主愛。  

 

祢總不撇棄 選自《角聲使團－重投豐盛  第３首》  

1. 念我憂傷痛悔，祢決不稍看輕，在我身邊散佈，滿載恩典見證。  

罪垢清洗抹去，教我心思覺醒，讓我得到智慧，試探中可戰勝。  
 

求神更新，靈魂再正直，垂憐體恤，賜予安息。  

流離的心，回轉順服向祢，迷途知返，盼祢終不撇棄。  
 

2. 念我憂傷痛悔，祢決不稍看輕，在我身邊散佈，滿載恩典見證。  

罪垢清洗抹去，教我心思覺醒，讓我得到智慧，試探中可戰勝。  
 

求神更新，靈魂再正直，垂憐體恤，賜予安息。  

流離的心，回轉順服向祢，迷途知返，信祢必不撇棄。  
 

3. 完全更新，靈魂再正直，傳揚高歌，讚美不息。  

重回的心，如今日夜銘記，迷途知返，有祢總不撇棄。  

重投恩主壇前一刻最美！  

 
何等奇妙的救主 選自《紅青  第 12 首》  

1. 基督贖罪救恩完成，何等奇妙的救主﹗  
我罪得贖代價付清，何等奇妙的救主﹗  
我讚美祂洗罪寶血，何等奇妙的救主﹗  

 使我與神和好相悅，何等奇妙的救主﹗  

2. 祂已洗淨我心罪愆，何等奇妙的救主﹗  
今在我心執掌王權，何等奇妙的救主﹗  

3. 救主一路與我同行，何等奇妙的救主﹗  
祂保守我每日忠心，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我耶穌﹗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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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我 選自《讚美之泉  GLOW 系列  1 - 差遣我，6》國語  

主，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生命，帶希望入人群中，  

主，告訴我如何付上我的關懷，將溫暖帶入世界，  

我看到靈魂中的憂傷，孤獨中人的心在角落顫抖，  

差遣我，差遣我，我願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滿我，充滿我，用你愛來充滿我，再一次緊握他們的手，  

 

主，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生命，帶希望入人群中，  

主，告訴我如何付上我的關懷，將溫暖帶入世界，  

我看到靈魂中的憂傷，孤獨中人的心在角落顫抖，  

差遣我，差遣我，我願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滿我，充滿我，用你愛來充滿我，再一次緊握他們的手，  

 

差遣我，差遣我，我願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滿我，充滿我，用你愛來充滿我，再一次緊握他們的手，  

再一次緊握他們的手，再一次緊握他們的手。  

 

《 證道經文 路 九 51-56；十 30-37；十七 11-19》 
 

9:51 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9:52 便打發使者在他前頭走。他們到了撒馬利亞的一個村莊，要為他預備。 

9:53 那裡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9:54 他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就說：「主啊，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

燒滅他們，像以利亞所做的（有古卷沒有像以利亞所做的這幾個字）嗎？」 

9:55 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 

9:56 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性命或譯：靈魂；下同），是要救人的性命。」

說著就往別的村莊去了（有古卷只有五十五節首句，五十六節末句）。 

 

10:30 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

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他走了。 

10:31 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 

10:32 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 

10:33 惟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裡，看見他就動了慈心， 

10: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裡

去照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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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

我回來必還你。』 

10:36 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 

10:37 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 

 

17:11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經過撒馬利亞和加利利。 

17:12 進入一個村子，有十個長大痲瘋的，迎面而來，遠遠地站著， 

17:13 高聲說：「耶穌，夫子，可憐我們吧！」 

17:14 耶穌看見，就對他們說：「你們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他們去的時候就

潔淨了。 

17:15 內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了，就回來大聲歸榮耀與 神， 

17:16 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他；這人是撒馬利亞人。 

17:17 耶穌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裡呢？ 

17:18 除了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與 神嗎？」 

17:19 就對那人說：「起來，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家事分享】  
1.  感謝香港宣道差會訓練主任吳艷嫻牧師蒞臨本堂宣講神的道，讓

弟兄姊妹得著造就，願主賜福吳艷嫻牧師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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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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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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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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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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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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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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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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0-9-27 主日獻金   

 

 

 

 

 

教會祈禱會  
                    日期  :  10 月 14 日  線上聚會  

                               日期  :  10 月 28 日  慧安副堂  

 

 

 

 

 

 

 

 

十一奉獻  54,850 慈惠基金  1,000 

感恩  1,800 
支持宣教士  

(M&M) 
500 

差傳基金  300 其他奉獻(購堂) 500 

  共收奉獻  5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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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茵怡堂》 
「崇拜及聚會」之最新安排 

 
1. 10 月 04 日  至 10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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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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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 週三晚八點正，登入網頁，按入視訊連結參與實時祈禱會 

 

3. 10 月 15 日前舉行之所有會議及實體聚會  

   由即日至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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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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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01 日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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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禱告 

1. 全球疫情: 全球累積突破 100 萬人死於新型冠狀病毒，累計確診人數在 3300 萬以

上。分析認為，部分國家領袖即使國內醫院床位爆滿，依然拒絕承認疫情的嚴重

性，並忽視專家的抗疫指引，是疫情未見平息跡象的原因之一。歐洲多國亦出現

第二波疫情。求主幫助各國領袖尊重生命，並有智慧謹慎地應對疫情。求主憐憫

世人的困苦，讓疫情盡快得以受控。 

2. 兩國衝突: 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繼續在有主權爭議的納卡地區爆發軍事衝突。有

專家警告，是次衝突規模是九十年代以來最大，並有可能變成全面戰爭。雙方拒

絕和談，又指摘對方的炮擊造成平民死傷。求主掌管兩國領袖的心，並幫助他們

能冷靜克制，以和平理性方式處理爭議。 

 
為香港禱告 

1. 學校恢課: 各中小學及幼稚園已於週一恢復面授課堂。求幫助學校和學生們能謹

慎做足防疫措施，減低爆發疫情的風險；求主幫助孩子在校園生活有美好適應；

求主賜老師們智慧，讓學生們在學習中得著益處；求主賜智慧給教育局，讓他們

能在關於全面復課和跨境學童回港上課的事上有合適的安排。 

2. 長者心靈: 在疫情下，居家長者大多足不出戶，安老院舍長者則無法與親友見面。

不少長者內心感到孤單難過，身體難免出現各種退化跡象，其中尤以認知障礙者

為嚴重。求主保守長者的身心靈健康，並感動長者身邊的家人和鄰舍願意更多付

出愛心，給予支持。 

3. 本港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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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念各行業能有智慧應對因疫情帶來的影響。願

收入不足或失業人士有主的恩典渡過難關。 

 

為教會禱告 
1. 恢復實體聚會：感恩政府公佈放寬防疫安排，宗教場所終獲豁免。教會將逐步恢

復實體崇拜和聚會。求主賜下智慧，讓同工們在防疫和聚會安排上，有合適的安

排。 

2. 十月差傳月：求主的愛激勵眾弟兄姊妹的心，使我們能藉差傳部所籌備的各聚和

活動，認識上帝在萬民中的心意，並願意以信心回應主愛，以行動實踐大使命。 

3. 網上佈道會：10 月 18 日將舉辦《逆轉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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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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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