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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2020 年 10 月 25 日  

講    題  亂世作聰明童女  

講    員  蔡康怡牧師  



頁一 

 
差傳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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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2 ....................... 眾立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讚美詩 ............... 主賜福如春雨/潔淨我/在祢寶座前 ........... 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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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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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聆聽信息領受主 

週六崇拜見證.. ..................................... . 劉君臨姊妹 

主日早堂見證.. ..................................... . 李卓然弟兄 

主日午堂見證.. ...................... . 劉卓仁弟兄(影片)/王諾琳姊妹 

讀 經.........................太 二十五 1-13 .............. ....主席 

證 道.........................亂世作聰明童女 ............. 蔡康怡牧師 

回應詩 ......... ..............恩典沙龍(影片) ............ . 蔡康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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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關顧、領受見證主 

金 句 ................. ....林前 九 26-27 ......余綺雯傳道/吳素娟傳道 

家事分享.................................... 余綺雯傳道/吳素娟傳道 

三一頌.. ..................................余綺雯傳道/吳素娟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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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綺雯傳道/吳素娟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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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康怡牧師 蔡康怡牧師 蔡康怡牧師 
主    席 ：  余綺雯傳道 謝超民弟兄 羅全安弟兄 
領    詩 ：  林佩瑤姊妹   歐陽惠冰姊妹 劉思穎姊妹 

司    琴 ：  曹穎勤姊妹 張佩儀姊妹 高志峰弟兄 

當值同工 ：  余綺雯傳道 吳素娟傳道 吳素娟傳道 

當值常委 ：  陳偉珊常委 

 



頁二 

 

本週事奉人員  

 領 唱 小 組 主日：劉思穎 祝子良 莊露潤 馬麗雯 

 影 音 週六：李健富  

主日早堂：鍾沛希  連俊強  黃順達  鄭澤成  

主日午堂：譚紹光  李志恒  陳利晟   

 招 待 

 

週六：陳永昌      

主日早堂：周婉珊  邢琬琳  

主日午堂：梁慧君  秦偉耀  陳國基  潘金達  周婉珊  

  邢琬琳  溫慧玲  吳燕珍  鍾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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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潔淨我  選自（生命聖詩）第 441 首  

1. 懇求救主，鑒察，知我心思，求主今試驗，知道我意念；  

若在我心隱藏罪惡念頭，求主洗去不義，使我自由。  

2. 讚美我主，將我罪過洗清，願主的真道，使我心潔淨；  

求主以火焚盡以往羞情，我今所求所望榮耀主名。  

3. 懇求我主，使我完全歸你，願在我心裡，充滿祢愛意；  

管理我心不再驕傲自私，我今奉獻所有，永居主裡。  

4. 懇求聖靈，賜下真正復興，首先復興我，潔淨我心靈；  

主已應許使我靈性豐足，我今謙卑懇求賜下恩福。  

 

 

主賜褔如春雨  選自（讚美之泉 01）第 32 首  

祢賜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歡欣讚美祢，  

祢賜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窮。  

讓我們張開讚美的口，舉起敬拜的手，主將賜福在我們之中，  

讓我們獻上，獻上，將讚美尊榮，全都向主獻上。  

而主將賜下，賜下，主的恩典，將如春雨降下。  

 



頁三 

 

 
在祢寶座前  選自《在你寶座前，4》  

慈愛主，我在祢面前敬拜祢，全心獻上跪下祢跟前，  
我來禱告，全心奉獻，敬拜全能永活神。  
 
親愛主，讓我可尋見祢面，同心讚美在祢寶座前，  
我靈歌唱，我心渴慕祢，臨近我、充滿我、擁抱我。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諸天述說，祢的榮耀。  
全地歡呼高唱讚美祢聖名，願我在祢面前蒙祢悅納。  

 

恩典沙龍(回應詩)  

1. 翻看陳舊的影照，依稀宣教著歎喟，心房的抽屜，透著玲瓏滲餘暉，  
輾轉成年可禁風，自知不配的獻奉，當恩典沖曬，透著感光的熱烘。 

直到一天竟得恩主蒙召，自覺渺小，只懂跟主對焦，或有險阻，  
困苦，卻攝到恩典與淺笑，盼待此際，可否跟我合照。  
 

2. 禱告還是在禱告，始終走往宣教路，飛機似浪潮，步入尋常百姓家，  
 匆匆年華似光圈，銀髪影攝紫透白，將焦距拉遠，提我為未得者念掛。  

直到一天竟得恩主蒙召，覺渺小只懂跟主對焦，或有險阻，困苦，  
卻攝到恩典與淺笑，盼待此際，可否跟我合照。  
 

3. 若我今天彷彿景深曚掉，面對這土，都盼傷口結焦，  
願靠恩主配色，記載我為主去心跳，立時驚覺，有主跟我合照。  

未來相簿，信實的主，我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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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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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道經文 太 二十五 1-13 》 
 

25:1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 

25:2 其中有五個是愚拙的，五個是聰明的。 

25:3 愚拙的拿著燈，卻不預備油； 

25:4 聰明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裡。 

25:5 新郎遲延的時候，她們都打盹，睡著了。 

25:6 半夜有人喊著說：『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 

25:7 那些童女就都起來收拾燈。 

25:8 愚拙的對聰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 

25:9 聰明的回答說：『恐怕不夠你我用的；不如你們自己到賣油的那裡去買吧。』 

25:10 她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了。那預備好了的，同他進去坐席，門就關了。 

25:11 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 

25:12 他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 

25:13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 

 

【家事分享】  
1. 感謝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總幹事蔡康怡牧師蒞臨本堂差傳主日宣講神的

道，讓弟兄姊妹認識差傳宣教，願主賜福蔡牧師的事奉。  

 

2. ** 2020 年差傳主日  

a. 程序表附件【2021 年差傳事工預告】及【亞協通訊 9-10 月號】  

b. 2021 年差傳基金信心認獻目標  $562,500，請肢體登入  

https://forms.gle/wEzFyf6ctmtH3Scm7 或 Scan QR Code 

填寫【2021 年差傳基金信心認獻】  

回應表 Google Form ，回應神的感動和呼召  

c. 本週集中關心守望《小驢家族》和《本地差會》  

d. 肢體 11 月內可登入教會網頁【部門事工＞差傳部＞差傳影音】，

重温各宣教士單位及工場之動畫  

e. 差傳月第二週【宣道會與差傳】有獎問答遊戲得獎名單：  

羅潔盈  潘麗霞  司徒穎  黃麗霞  麥美琼  陳國良  何健昌  

陳秀眉  巫健萍  陳鳳翎  許寶兒  馬麗雯  黃慧媚  李卓然  

江諾生  蕭宏寶  譚紹光  陳淑芬  林玉生  黃劍容  黃奕婷  

張慧娟  李玉葵  梁慧君  李敏生  黃慧儀  陳偉珊  林文東  

張家明  陳國基    ＊得獎者於 10 月 17 至 31 日期間，辦公時間內 

                 到慧安辦公室領取獎品〔福音除塵布〕一塊 



頁五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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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 28 屆浸禮  
教會於今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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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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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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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18 主日獻金   

 

十一奉獻 147,101 其他奉獻 購堂 50 

感恩 17,240 
支持宣教士

瑞麟 小驢 菜心
小指 石頭

9,950 

主日獻金 8,628 慈惠基金 1,500 

差傳基金 16,100 共收奉獻 20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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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吳素娟 傳道 

 
今年茵怡堂差傳月的主題是「助燃起行」，盼望能夠鼓勵弟兄姊

妹持守著大使命這團火，並要用行動作出回應。這個主題讓我想

起數年前一班團契職員送給我這個生日蛋糕（見圖），當天我在

Facebook 曾留言答謝：「很喜歡這個燃燒 CATHY 的蛋糕，盼望

能『燃燒為主』，所作的雖很不足，但願主悅納。」看著這張相

片，我反思若自己的生命只是不斷地燃燒，燃料耗盡時便會隨之

熄滅。那算不算是為主殉道呢？我所追求的信仰生命是轟烈卻短

暫，還是持久燃燒卻不温不火呢？怎樣才能燒得轟烈且長久呢？ 

 

司提反是初期教會第一批執事之一，也是歷史上第一位殉道者。「殉道者」的字根是「見

證」，可解作「為主犧牲的見證人」。聖經【使徒行傳】頗詳盡地記載了司提反殉道的

經過，並對其個性有頗多樣化的描繪。路加形容司提反「大有信心」（徒六 5），更好

的翻譯是「滿有信心」，意思是有堅固的信心，對信仰堅定不移，不願意妥協讓步，不

惜自我犧牲為主作見證。很多人均認為，因為司提反大有信心，所以他能夠轟轟烈烈地

為主犧牲殉道。 

 

但是，路加也曾三次用「聖靈充滿」形容司提反（徒六 3，5；七 55）。「聖靈充滿」

更好的翻譯是「滿有聖靈」，是形容一個人的個性特質，而不是一件特殊經歷。一個滿

有聖靈的人，是讓聖靈在心裡居首位，凡事都跟從聖靈的旨意和提醒，讓神去引領自己

的行事為人，因而結滿聖靈的果子。司提反的事蹟，是提醒我們「殉道不是一種狀態，

而是一份心志。」在一個敵視福音的世界中，司提反作了跟隨主的決定，要作一個真實

的信徒，早已把自己置身在「殉道者」的行列中（徒十一 19）。不是因為司提反死了

才成為殉道者，他活著的時候，殉道心志已經建立了。他之所以能夠「滿有信心」乃是

因為他「滿有聖靈」，時刻讓聖靈在心裡居首。「聖靈」就是司提反源源不絕的生命燃

料。 

 

今天的香港，已經再沒有人稱之為福地。將來，香港會否成為一個敵視福音的地方？香

港的基督徒會否因信仰的緣故遭遇逼迫，甚至需要犧牲生命，已經沒有人能夠全然否定。

我們未必能夠在今天已經做好隨時「殉道」的準備，但卻要襯著仍有信仰自由的時候，

建立好殉道的心志，努力追求成為「滿有信心和聖靈」的真實信徒。我們的屬靈生命，

需要源源不絕的燃料才能「助燃起行」，讓「聖靈」在生命中居首位，幫助我們持守大

使命之火。在這個差傳主日中，聖靈對我們有什麼引導和感動呢？盼望茵怡家的弟兄姊

妹，都能夠把握時機以信心和行動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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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日，不設兒童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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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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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 晚上  8-9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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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禱告 
1. 美國大選：距離 11 月 3 日美國大選剩不足兩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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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疫情反彈，落後國家人民缺乏醫療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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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政治危機：泰國反政府示威持續，政府在曼谷實施緊急法令限制人群聚集。

總理巴育政府將於下週一舉行國會特別會議，商討如何化解政治危機。求主帶領

泰國政府能帶著謙卑的心聆聽異見，並雙方能尋求以公正及和平方式解決衝突。 

 
為香港禱告 

1. 本港疫情：本港疫情較以往放援，惟仍有零星不明源頭個案。政府亦放寬本地遊

旅行團人數限制。求主使政府能制定合適的檢疫安排，並幫助各行業能盡責地執

行防疫安排，面對疫情不會鬆懈，以免疫情再度反彈。 

2. 經濟情況：香港最新一季的失業率升到 6.4%，見近 16 年來的高位，失業人數高

達 26 萬人。有分析預期，疫情影響旅遊業及零售業，第四季失業率將繼續上升。

求主賜智慧給相關政府部門能制定合適的政策和方案紓解民困，讓有需要的人能

得到幫助。亦求主記念一眾失業人士及就業不足者，求主供應他們的需用，並帶

領他們尋找出路。 

 

為教會禱告 
1. 恢復實體聚會：感恩教會逐步恢復實體聚會，肢體可一同敬拜主！願主帶領眾弟

兄姊妹不單重拾昔日美好交誼，更珍惜在主裡團契彼此相交的寶貴。 

2. 差傳主日：求主使用差傳部所籌備的各項活動，傳遞差傳異象！求主教導我們在

亂世中作聰明的童女，幫助我們忠誠活出主的心意，實踐福音使命，好使萬民能

聽聞主的福音。 

3. 28 屆浸禮：週日（25 日）下午將有五位姊妹受洗，並加入教會。求主保守她們能

在教會扎根成長，並堅固她們的信心，一生跟從主。願當天浸禮成為眾新葡的親

友的祝福，眾新葡所作的見證讓人看見上帝。 

4. 茵怡自立堂慶：11 月 1 日將舉行茵怡自立堂慶。願主帶領教會，藉回顧見證上帝

的深恩帶領，並藉各安排堅立與上帝的約，恆心靠主。求主帶領教會繼續成為主

所喜悅的教會，在世界中作主的見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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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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