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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崇拜  2020 年 10 月 17 日  

主日崇拜  2020 年 10 月 18 日  

講    題  顧念別人的聖餐  

講    員  梁華康牧師  



頁一 

 
聖餐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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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六 1-3 ..................... 眾立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祂的名！

天天傳揚祂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 

讚美詩 ........... 全地要述說主恩/讚美三一上帝/神配受崇拜 ....... 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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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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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聆聽信息領受主 

聖 餐 詩......................十架為我榮耀 ............... 梁華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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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林前 十一 17-34 .............. ....主席 

證 道.........................顧念別人的聖餐 ............. 梁華康牧師 

回應詩 ................ ...........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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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陳時發傳道/梁華康牧師 

三 一 頌... ... ... ... ... ... ... ... ... ...陳時發傳道/梁華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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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 樂........................求主差遣 ..................... ... 眾立 

祝福頌.......................主賜福你 ........ .陳時發傳道/梁華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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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華康牧師 梁華康牧師 梁華康牧師 

主    席 ：  吳耀文常委 林玉生弟兄 張家明弟兄 

領    詩 ：  吳耀文常委 陳偉珊常委 莊露潤常委 

司    琴 ：  張佩儀姊妹 張佩儀姊妹 劉雪珍姊妹 

當值同工 ：  陳時發傳道 吳素娟傳道 梁華康牧師 

      當值常委 ：    潘笑賢常委 

 



頁二 

 

本週事奉人員  

 領 唱 小 組 主日：莊露潤 蔡孝慧 凌秀霞 何建昌 

 影 音 週六：游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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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惜娟      

主日早堂：陳鳳翎  黃劍容  

主日午堂：鄭志東  林乙嬌  朱亞娟  劉劍慈  孫詠媚  陳志成  

  章志方  仇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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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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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 
全地要述說主恩  選自《角聲使團 -源來有祢》第 4 首   

1. 好比天際晚星，無窮恩典供應，天天都靠祢得勝；  

青山壯麗美景，叢林奏樂發聲，碧海千里也響應。  

全能偉大父神，以愛恩及萬民，從沒變更。  

2. 親手創造世間，權能諸天可鑑，主深恩令我驚嘆；  

始終看顧愛惜，同行歲月往返，將漆黑變作璀璨。  

全能偉大父神，以愛恩及萬民，從沒變更。  

讚美父神！讚美父神！清早到晚間，東西各方齊來頌讚！  

歌聲響遍，一起將心奉獻，全地要述說主恩百遍萬遍！  
 

讚美父神！讚美父神！清早到晚間，東西各方齊來頌讚！  

歌聲響遍，一起將心奉獻，全地要述說主恩！  

#萬國也同來和唱，來用讚頌與歌聲敬拜奉獻！  

 

讚美三一上帝 選自《同心圓 ,尊崇，第 3 首》  

讚美三一上帝，聖潔尊貴恩深，聖父聖子聖靈，奧妙配得敬拜。  

基督彰顯的愛無盡美麗，甘心釘死苦痛成就救贖，  

這奇妙恩典述說聖父的愛，世界唱和同聲。  

應許一生皆有聖靈引導，居於心中給予隨時幫助，  

同在至高處，同尊同榮，榮耀三一上帝。  



頁三 

 

 

 

神配受崇拜 選自《世紀頌讚，57》  

1 神配受崇拜，配受讚美，祂配得尊貴與榮耀；  

配受用一切歡樂歌頌揚，配受我們一切虔誠獻上。  

2 神配受尊崇，配受敬畏，祂配受忠誠的熱愛；  

神配受俯伏屈膝恭敬拜，配受這一切加上更愛戴。  

3 全能的聖父，獨一上主，萬王之王並救贖主，  

奇妙大策士保惠師良朋，救主是生命之源到永恒。  

唯創造主，聖父才配受，唯扶助者，我主才配受，  

唯祢配受，奇妙神才配受，配受崇拜和頌揚。  

 

十架為我榮耀(聖餐詩) 選自《世紀頌讚，192》  

1. 求主使我依十架，在彼有生命水，由各各他山流下，白白赦我眾罪。 

2. 我與主同釘十架，和祂同葬同活，今基督居住我心，不再是我活著。 

3. 我立志不傳別的，只傳耶穌基督！並祂為我釘十架，復活作救贖主。 

4. 我願意別無所誇，但誇主十字架！世界對我已釘死，我以死對世界。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禱(回應詩) 選自《美樂頌，75》  

1. 神，若今天肢體欠相交，從來未嘗互關心。  

神，若彼此相處以虛假，從來待人沒有「真」。  

神啊！我將心敞開，俯伏神前求憐憫，  

需主恩來赦免，幫助我。  

2. 神，若今天肢體滿憂慼，而未願扶助分擔。  

神，若肢體中間有走差，而讓他迷路跌倒。  

神啊！我將心敞開，俯伏神前求憐憫，  

需主恩來赦免，幫助我。  

3. 神！願肢體可相愛相親，能原諒明白安慰。  

神！願彼此坦率見真心，能互勉勵互代禱。  

神啊！我將心敞開，俯伏神前求憐憫，  

需主恩來帶領，幫助我。  

 

 



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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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證道經文 林前 十一 17-34 》 
11:17 我現今吩咐你們的話，不是稱讚你們；因為你們聚會不是受益，乃是招損。 

11:18 第一，我聽說，你們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我也稍微地信這話。 

11:19 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好叫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 

11:20 你們聚會的時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11:21 因為吃的時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飯，甚至這個飢餓，那個酒醉。 

11:22 你們要吃喝，難道沒有家嗎？還是藐視 神的教會，叫那沒有的羞愧呢？我

向你們可怎麼說呢？可因此稱讚你們嗎？我不稱讚！ 

11:23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11:24 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有古卷：擘開）的，你

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11:25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

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11:26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11:27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11:28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 

11:29 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11:30 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原文是睡）的也不少。 

11:31 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 

11:32 我們受審的時候，乃是被主懲治，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 

11:33 所以我弟兄們，你們聚會吃的時候，要彼此等待。 

11:34 若有人飢餓，可以在家裡先吃，免得你們聚會，自己取罪。其餘的事，我來

的時候再安排。 

 



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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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茵怡堂自立堂慶  
感謝神的恩典， 11 月 1 日是自立堂慶的紀念日子。  

 

自立堂慶  -  崇拜有特別安排  :  

a .  31/10 下午 5:30-6 :30 於茵怡幼稚園仍有週六晚間崇拜。  

b .  1/11 早、午堂崇拜將聯合為一堂崇拜，少青崇拜也一同參予自

立堂慶。崇拜將於上午 10:30 開始至約中午 1:00 結束。請弟兄姊

妹預留時間出席自立堂慶，一起分享這份喜悅，榮耀歸主。  

 

3.  ** 第 28 屆浸禮  
教會將於 10 月 25 日下午 2 時於茵怡幼稚園舉行 28 屆浸禮。  

本屆受浸名單  : 張秀鳳、陳美如、陳淑芬、劉巧珠、方木英。  

疫情及限聚令特別安排，本屆浸禮只接待受浸者及家屬出席典禮。   

10 月 28 日起至 11 月會眾可無須密碼登入教會網頁，重溫浸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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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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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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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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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11 主日獻金   

 

 

 

 

 

日期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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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奉獻 25,300 其他奉獻 購堂 500 

感恩 1,900 
支持宣教士

瑞麟 小驢 菜心 小指
1,000 

差傳基金 2,700 共收奉獻 31,400 



頁七 

 

《宣道會茵怡堂》 
「崇拜及聚會」之最新安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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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教會於 11 月 29 日前，主日早上 9:15 及 11:00 仍安排網上實時錄播週六崇拜。 

會眾無須密碼，可登入教會網頁 (www.vcmac.org) 參與崇拜。 

- 崇拜禮堂只容納半數入座。人數超過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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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後會眾請儘快離開校園、聚會後禮堂會進行清潔消毒。 

- 如有不適或不便出席者，請參加網上崇拜。 

- 主日早、午堂崇拜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29 日，不設看顧兒童。 

 

2.  其他教會聚會，由十月中起逐步恢復實體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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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7-0601 查詢。  

 

宣道會茵怡堂 

  2020 年 10 月 15 日 * 

聚會 舉行日期 備註 

各年齢層 - 團契、會議 10 月中 按各團契實況及決定 

晚間祈禱會 10 月 28 日 慧安副堂 

少青聚會 (包括崇拜及團契) 10 月 25 日 茵怡幼稚園 

幸福人生、黃金歳月 11 月 8 日 靚次伯中學 

主日祈禱會 11 月 8 日 靚次伯中學 

詩班 10 月 18 日 茵怡幼稚園 / 靚次伯中學 

幼兒(K1-K3) 及  

兒童(P1-P6) 聚會 
預算 11 月中 

10 -11 月中 暫停聚會 

（不設兒童托管） 

http://www.vcm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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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祈禱會  
  日期：10 月 28 日  慧安副堂 

 

 
 
 
 
 



頁一○ 

 
 

為世界禱告 
1. 美國大選：距離美國大選約有三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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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持續。求主施恩憐憫世人，叫疫情能減退！求主成為一切受

影響人士的拯救，好讓他們在身心靈上都得到適切的支援。 

3. 伊波拉性侵風暴：非洲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受到疫情和戰亂的雙重威脅，蔓延了 2

年之久的伊波拉病毒終於在夏季得到控制。但同時，《新人權主義者》經深入調

查發現，以世衛組織（WHO）爲首的國際援助組織竟涉嫌以工作爲要挾，對當地

女性「權勢性侵」，至今已知至少有 51 名女性受害，逼使聯合國祕書長和 WHO

進行徹查。求主赦免世人的罪！願公義的主親自為受害者申冤！ 

 
為香港禱告 

1. 本港疫情：本港仍有隱型傳播鏈存在。求主使政府能制定合適的檢疫安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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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發展：原於週三宣讀的施政報告將押後到 11 月底前公佈。求主賜特首智慧，

使所制定的香港政策能照顧普羅大眾的需要，讓有需要的人得著幫助。 

 

為教會禱告 
1. 恢復實體聚會：感恩教會於本週恢復各堂崇拜，肢體可一同敬拜主！願主帶領眾

弟兄姊妹適應實體聚會，並在主愛中彼此連結，在神話語中繼續追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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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教會需要：新冠疫情加重了受逼迫地區生活的基督徒所面對的挑戰，儘管他

們有經濟缺乏，但因其基督徒的身份卻得不到政府的援助，並且穆斯林親友所施

的壓力亦動搖著他們對主的信心。求主堅固他們的心，並供應他們的生活需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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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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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