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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崇拜  2020 年 10 月 10 日  

主日崇拜  2020 年 10 月 11 日  

講    題  彼此成全的愛  

講    員  吳素娟傳道  

「差傳月」    



頁一 

 

成人崇拜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 

講員/主席： 吳素娟傳道 

司   琴： 凌秀霞姊妹 

助唱小組： 歐陽惠冰姊妹 劉雪珍姊妹 莊露潤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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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七 4 .................... 主席 

「願萬國都快樂歡呼；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 

讚美詩 ............ 向君王歡呼/主凡事引導/唯獨恩主 ............ 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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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聆聽信息領受主  

讀 經.....................林前 十一 2-16 .................... 主席 

證 道......................彼此成全的愛 ................ 吳素娟傳道 

回應詩 ......... .............從心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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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素娟傳道/眾立 

殿 樂. .......................................... 吳素娟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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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二 

 

詩歌 

 
向君王歡呼 選自《恩頌聖歌》第 121 首  

向君王歡呼，來歌唱讚美祂！向祂揚頌聲，唱哈利路亞！  
進到祂座前，來尊崇敬拜祂，向祂歡欣歌頌，在祂面前頌讚。  
 
太初創造天地，施恩拯救百姓，祢是我的救主、我上帝；   
醫治我的傷痛，供應我的需要，祢是我的導師、我善牧；  
主耶穌、君王，我敬拜祢！  

 
唯獨恩主  選自《團契遊樂園  5 -  應許‧詩歌本， 16》  

主耶穌，祢是我的路，因著祂犧牲救贖罪奴，  
主耶穌，給我力量，贈我鼓舞，讓我放聲去傳頌祢，心懷念祢。  

主耶穌，祢是我的道，聽從祂必不叫我迷途，  
主耶穌，聽我盡情盡意禱告，用我此生去榮耀祢，心明白祢。  

世事變遷，但基督的恩愛段段未改變，榮幸有著祢的愛源源不斷，  
願意一生跟從耶穌基督走到父跟前，祈望配受我主賜榮耀冠冕。  

唯獨我們的恩主，救贖永不變。  

 
主凡事引導 選自《生命聖詩》第 313 頁  

1. 救世主凡事引導我，我何需別有所求，主愛憐我何用多疑，我一

生蒙主眷佑，我憑信在主裡安居，享天上平安喜樂，我深知無論

遇何事，主為我安排穩妥。我深知無論遇何事，主為我安排穩妥。  

2. 救世主凡事引導我，彎曲路祂賜喜樂，遇試煉主賜恩相助，生命

糧日日賜我，我步履雖疲乏欲跌，我心靈乾渴無力，幸我見靈磐

現我前，喜樂泉湧流不息。幸我見靈磐現我前，喜樂泉湧流不息。  

3. 救世主凡事引導我，主慈愛何等豐富，主應許在天父家裡，為我

備安樂住處，到那日我復活變化，展翼飛進光明所，千萬年我仍

要歌唱，耶穌凡事引導我。千萬年我仍要歌唱，耶穌凡事引導我。  

 
從心合一(回應詩 ) 選自《讚美之泉  18  -  從心合一 ,  第 14 頁》  

當我們合一敬拜和禱告，神就開始動工在我們當中，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遠超過我們的。  

從心合一，同心合意，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  

為大使命獻上自己，從心合一，同心合意，  

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向這世界為主發光，合一尋求神國度藍圖，  

不在乎自己，體貼神心意，使用我們走遍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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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道經文 林前 十一 2-16 》 
11:2 我稱讚你們，因你們凡事記念我，又堅守我所傳給你們的。 

11:3 我願意你們知道，基督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 神是基督的頭。 

11:4 凡男人禱告或是講道（或譯：說預言；下同），若蒙著頭，就羞辱自己

的頭。 

11:5 凡女人禱告或是講道，若不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頭，因為這就如同剃

了頭髮一樣。 

11:6 女人若不蒙著頭，就該剪了頭髮；女人若以剪髮、剃髮為羞愧，就該蒙

著頭。 

11:7 男人本不該蒙著頭，因為他是 神的形像和榮耀；但女人是男人的榮耀。 

11:8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11:9 並且男人不是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為男人造的。 

11:10 因此，女人為天使的緣故，應當在頭上有服權柄的記號。 

11:11 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是無女。 

11:12 因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萬有都是出乎 神 

11:13 你們自己審察，女人禱告 神，不蒙著頭是合宜的嗎？ 

11:14 你們的本性不也指示你們，男人若有長頭髮，便是他的羞辱嗎？ 

11:15 但女人有長頭髮，乃是她的榮耀，因為這頭髮是給她作蓋頭的。 

11:16 若有人想要辯駁，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 神的眾教會也是沒有的。 

 

【家事分享】  
1.   感謝本堂吳素娟傳道宣講神的道，讓弟兄姊妹得著造就，願主賜

福吳傳道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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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培訓部  

讀經日營  -《上行之詩導賞》  

講員蒙日昇博士將介紹上行之詩，即詩篇 120-134 篇。從這十五首詩篇

中窺探信仰的靈程。學習分析和欣賞上行之詩篇，並使用上行之詩篇作

靈修。講座除了單向的講授方式，亦設有靈修實踐和答問環節。盼望透

過此導賞講座，激勵茵怡堂的弟兄弟姊妹與詩人同行屬靈的旅程，繼續

以詩篇作賞析和靈修。  

 

日期：2020 年 11 月 8 日   

時間：下午 2 -5 時   

地點：茵怡幼稚園   

講員：蒙日昇博士 (中國宣道神學院舊約講師、實習主任）  

* 名額：50 位；肢體可經教會 WhatsApp 2997 0601 報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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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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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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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20-10-4 主日獻金   

 

 

 

 

 

 

 

 

 

十一奉獻  62,400 慈惠基金  600 

感恩  2,900 
支持宣教士  

(M&M/瑞麟/小驢/石頭) 
1,400 

差傳基金  1,800 其他奉獻(購堂) 500 

兒童崇拜  200 少青崇拜  300 

  共收奉獻  70,100 



頁六 

 

牧者心聲               余綺雯傳道 
五味人生有主共嚐 

從小就下廚的我，喜歡鑽研不同烹調的方式，運用不同的調味料煮出各種菜式。油、鹽、

醬、醋、糖，是最基本的調味料， 蠔油、麻油、沙薑粉、咖喱磚、蝦醬、花椒粉….林林總總，

讓煮出來的菜式味道豐富有層次。如果一道菜式只有一種味道，就一定不是好菜式。吃一客水煮

魚，只一味辣必定不合格，必須要有麻香、辣椒香，鹹度適中，有糖來調味，魚片鮮嫩，才讓人

吃得津津有味。 

人生也不只有一種味道，總會有起有跌，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挑戰，甚至會經歷苦難。

而正如多年前許志安唱的一首歌《讓我待妳好一點》，當中的一句歌詞「沒有苦，哪覺甜?」，

「苦」有時是幫助我們嚐到甜的滋味。喜歡以「甜、酸、苦、辣、鹹」來形容我們的五味人生，

有些時候人生更像打翻調味架一樣，百感交雜，難而言語所經歷的種種。 

然而有些時候，人生就像一杯只有苦味的苦茶，怎麼喝也只有苦。苦到想哭、苦到想叫、

苦到想吐，我們叫苦連天，卻得不著回應，叫我們這「苦」顯得更苦。我們的信仰如何能幫助我

們渡過這些苦日子? 

在患難中常聽到一些安慰說話:「主耶穌沒有應許天色常藍，但卻應許常與人同在」、

「上帝要你擔負的不會超過你的能力」、「當上帝關上一扇門時，祂為你打開了一扇窗」。不過，

聽到這些「安慰」的說話，並不能讓我們少苦一點，有時只會讓我們更多的無力與無奈。就像有

家人離世時聽到「節哀順變」一樣，他/她是最親愛的人，如何「節哀」? 如何「順變」? 

最近在網上聽了一篇高銘謙博士的講道，他以詩篇 22篇來處理苦難這題目。詩人在詩

中表達他正在經歷大大的苦難，而這苦難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他很苦，他向上帝呼喊，卻得不

到上帝的回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 為甚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的呻吟? 我的

上帝啊，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 夜間呼求，也不得安寧。」(詩 22:1-2)。這也可能是今天不少

人的呼喊。 

不過，第 3節一開始的一個「但」字將這個畫面扭轉過來。「但你是神聖的，用以色列

的讚美為寶座。我們的祖宗倚靠你；他們倚靠你，你解救他們。他們哀求你，就蒙解救；他們倚

靠你，就不羞愧。」(詩 22:3-5)。上文提到「離棄」、「不救」、「不聽」，這裡則提到「解救」、

「蒙解救」、「不羞愧」。 

高銘謙博士指出第一至二節是詩人現實的處境，而第三至五節是詩人信仰的理論。兩者

之間出現極大的張力，機乎是完全相反的一幅畫。這樣充滿張力的交替在整首詩中出現了三次。

詩人想要表達的是，在現實的苦況中，他仍要以他的信仰理論來學習抓緊上主。 

這信仰理論其實就是我們的「相信」，我們相信這位上主是一位怎樣的上主，是離棄人

的主，還是解救人的主? 如果所相信的是一位解救人的主，即使在這刻仍然在經歷大大的苦難，

我們就繼續相信祂將要解救! 

我們記得，「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也正是主耶穌在十架上說過的話，

經歷過這份離棄感覺的祂，今天絕對不會離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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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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實時網上錄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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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日至 10 月 16 日前，仍繼續暫停舉行所有會議及實體聚會  

   由即日至 10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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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 月 14 日舉行之晚間祈禱會，仍繼續線上祈禱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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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祈禱會 

   

  4 .  10 月 17 日起恢復舉行各堂實體崇拜  

-教會定於 10月 17日起，恢復舉行三堂實體崇拜 (週六下午 5:30、主日早上 9:15及 11:00 ) 

-於 11月 29日前，主日早上 9:15及 11:00仍安排網上實時錄播。會眾無須密碼登入教會 

網頁 (www.vcmac.org) 參與崇拜。 

-聚會禮堂只可容納半數入座。人數若超過限定、將安排入座小賣部、102室觀看轉播。 

避免人多，鼓勵會眾參與主日早堂崇拜。 

-聚會防疫措施，包括: 進入教會須量度體溫、消毒雙手、全程帶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避免握手等身體接觸。 

-如有不適或不便出席者，請參加網上崇拜。主日午堂崇拜 10月 18日至 11月 29日. 

不設看顧兒童。 

 

5. 凡參與實體聚會者，請遵從教會聚會之防護措施及指引。     

 

6. 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997-0601 查詢。  

 

宣道會茵怡堂 

 2020年 10月 01日修定 * 
 

http://www.vcm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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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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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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禱告 
1. 美國大選：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核心圈子感染新冠肺炎。求主保守美國領袖

能謹慎看待疫情，並讓一切競選活動及選舉能在安全情況下進行。求主預備合適

的新任總統，使他能存謙卑的心及以基督的真理作領導。 

2. 全球疫情：全球多國疫情有反彈。全球確診人數已超過 3550 萬，世衛組織估計，

全球約有十分一人口已受感染，警告疫情仍未到盡頭。求主幫助各國領袖尊重生

命，並有智慧謹慎地應對疫情。求主賜智慧給科研人員，能儘快研製出安全的疫

苗。求主憐憫世人，看顧一切在經濟上和心靈上困乏的人。 

 
為香港禱告 

1. 本港疫情：本港近日源頭不明的個案增多。求主保守全港巿民能小心做好防疫，

並政府能制定嚴謹的出入境檢疫措施，以免疫情再度反彈。繼續記念因疫情而導

致收入不足或失業人士，求主的恩典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2. 老師工作：一名小學教師被指教案散播港獨而遭教育局以嚴重專業失德為由取消

註冊。而自國安法推行後，部分學科老師倍感工作艱難，學科內容難免觸及敏感

議題。求主看顧在職老師，賜予他們智慧教學，以正直的心培育下一代。 

 

為教會禱告 
1. 恢復實體聚會：教會將於下週恢復各堂崇拜，並陸續恢復聚會。求主保守一切籌

備工作，並幫助我們眾人在身心靈各方面預備好參與，一起追求，共建神家。 

2. 十月差傳月：求主使用差傳部所籌備的各項活動，傳遞差傳異象！求主的靈更新

我們，使我們的心願意轉回，更多尋求上帝的國度，關心世上未得之民的福音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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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需要：為面對各種壓力或身心靈軟弱的肢體禱告。求主賜信心，使肢體能在

主恩典中剛強。 

 
為肢體禱告 

彼得團周玉玲姊妹父親周煥弟兄於 9月 30日安息主懷，安息禮訂於 10月 23日(星

期五)晚上七時半於紅磡世界殯儀館 3樓明樂堂舉行，翌日上午 10時舉行出殯禮。

求主賜下安慰給玉玲及家人並保守世伯的身後事的安排一切平安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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