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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崇拜  2020 年 11 月 7 日  

主日崇拜  2020 年 11 月 8 日  

講    題   愛是最大權利  

講    員  余綺雯傳道  



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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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七 3-4 ..................... 眾立 

「神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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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願祢公義降臨/恩典之路/全能之神 ........... 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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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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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聆聽信息領受主  

讀 經............... ...... ….林前十三 1-13 .. . ...............主席 

證 道..........................愛是最大權利 .............. 余綺雯傳道 

回應詩 ............ ..............讓愛飛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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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值同工/眾坐 

三 一 頌 ............................................ .當值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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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差遣 ........... ... 當值同工/眾立 

祝福頌.......................主賜福你 .............. .當值同工/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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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綺雯傳道 余綺雯傳道 余綺雯傳道 

主    席   ：  陳時發傳道 林玉生弟兄 郭滿華弟兄 

領    詩   ：  林佩瑤姊妹 鄭悅祈弟兄    歐陽惠冰姊妹 

司    琴   ：  陳毓薇姊妹 凌秀霞姊妹 高志峰弟兄 

當值同工   ：  陳時發傳道 吳素娟傳道 梁華康牧師 

    當值執事   ：    羅全安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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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事奉人員  

 領 唱 小 組  歐陽惠冰  鄭嘉雯  祝子良  譚敏儀  

 影 音  週六：鄭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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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文昌  

 招 待  

 

週六：陳永昌  

主日早堂：伍婷新  張慧敏  

主日午堂：李冠球  林文東  周佩卿  周翠芳   

         巫健萍  鄭寶珠  何惠玲  吳淑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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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祢公義降臨  選自《玻璃海 3，願祢公義降臨》   

神求祢喜悅我們的敬拜，獻上誠實公義正直的心， 

願我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祢，作祢看為義的子民。 
 
唯願祢公義如滔滔江河，公平如大水滾滾， 

神又豈止於聖殿中，祂憐恤受壓的人，主帳幕在人間。 
 
唯願祢公義如滔滔江河，公平如大水滾滾， 

神又豈止於聖殿中，祂憐恤受壓的人，願祢公義降臨。 

 

恩典之路  選自《詩集：讚美之泉 14 - 不要放棄，滿有能力，18》 

祢是我的主，引我走正義路。高山或低谷，都是祢在保護。 

萬人中唯獨，祢愛我認識我，永遠不變的應許，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這是恩典之路，祢愛、祢手，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這是盼望之路，祢愛、祢手，牽引我走這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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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之神  選自《生命聖詩》第 36 首 

1. 大哉！我全能神！天地都聽命，雷聲，閃電，是祢號角，劍鋒； 

高居寶座，求祢賜下大憐憫，求賜平安，我主我的神！ 

2. 深哉！我主妙愛！世人卻背棄，看輕真道，祢仍溫柔仁慈； 

快脫惡行，免得神烈怒降臨，求賜平安，我主我的神！ 

3. 義哉！我主道路！世人卻偏離，聖潔恩言，卻是屹立不移； 

虛偽邪道，不能停留近祢身，求賜平安，我主我的神！ 

4. 聖徒以感謝祭，恭獻主座前，齊聲稱頌，祂救祢脫風險； 

清歌妙韻，傳偏天地眾海洋，讚美我主，全地得平安！ 

 

讓愛飛翔(回應詩)  選自《讚美之泉 16 - 相信有愛，就有奇蹟，21》 

謝謝你的愛，每個溫暖微笑，謝謝你的愛 ，每個緊緊擁抱， 

堅定的鼓勵，賜我向前的勇氣，一起追逐夢想不放棄， 

 

讓愛飛翔，這裡就有希望，讓愛飛翔，這裡就有力量， 

讓愛飛翔，乘著夢想一起去翱翔，溫暖每顆心，將這世界照亮。 

 

謝謝你的愛，每個溫暖微笑，謝謝你的愛，每個緊緊擁抱， 

堅定的鼓勵，賜我向前的勇氣，我相信生命充滿奇蹟。 

 

讓愛飛翔，這裡就有希望，讓愛飛翔，這裡就有力量， 

讓愛飛翔，乘著夢想一起去翱翔，溫暖每顆心，將這世界照亮。 

 

用這份愛去關懷，去看和去明白，用這份愛去分享，讓世界不一樣， 

讓這份深深感動，停留我們心中，因為愛使生命再次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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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十三 1-13 》 
13:1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

般。 

13: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

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13:3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13: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13: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13: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13:8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

必歸於無有。 

13:9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13:10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13:11 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

孩子的事丟棄了。 

13:12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原文是如同猜謎），到那時就要面

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家事分享】  
1 .  感謝本堂余綺雯傳道宣講神的話，讓弟兄姊妹得著造就，願主賜福  

   余傳道的事奉！  

 

2 .**  請弟兄姊妹於 11 月 21 及 22 日回來教會崇拜時，將畫好的石頭畫  

帶回教會，交到司事檯，以便幹事收集處理，謝謝。  

 

3 .  差傳部消息  

a. 2021 年差傳基金信心認獻目標  $562,500，肢體可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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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肢體可登入教會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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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21 年差傳事工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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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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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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20-11-01 主日獻金   

 

 

 

 

 

十一奉獻 71,270 兒童崇拜 50 

感恩 18,230 
支持宣教士

瑞麟 小驢
菜心 小指 石頭

14,000 

主日獻金 959.50 慈惠基金 2,300 

差傳基金 17,840 少青崇拜 300 

其他奉獻 購堂 500 共收奉獻 125,4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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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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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月 11 及 25 日  
地點  : 慧安副堂  

時間  : 晚上  8-9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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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禱告 
1.歐洲嚴厲抗疫引發抗議及騷亂：全球疫情持續，全球確診個案累計增至超過

4736 萬宗，逾 121 萬人死亡。由於歐洲近期疫情嚴峻，多國政府再採取「封城」或

「半封鎖」措施，不過由於經濟損失嚴重以及抗疫疲勞，導致多處爆發騷亂，包括

意大利、西班牙、 捷克；英國及德國柏林亦爆發示威，不滿嚴厲抗疫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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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愛琴海發生大地震造成多人傷亡    

歐洲愛琴海於 10 月 30 日星期五發生大地震，在土耳其及希臘共造成百多人死亡及

逾千人受傷，求主保守當地政府之救援及醫療等善後工作，使人民生活可回復正常。 

為香港禱告 
1. 香港失業率創近 16 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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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爭取中央支持香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押後施政報告公布，以便爭取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她

指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希望爭取中央在金融互聯互通，國際創科等方面支持，

而全球航空事業受重創，亦希望香港在國際航空樞紐方面得到中央更大支持，最新

施政報告有機會在 11 月 25 日公布。求主賜智慧給行政長官能制定合適的施政報告

紓解民困，團結港人，讓香港盡快走出低谷。 

 

為教會禱告 
1. 茵怡堂自立 

感謝神茵怡堂於 11 月 1 日正式自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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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一屆執事會成立 

感謝神的恩典，茵怡堂自立並成立 2020-2021 年第一屆執事會，執事成員名單 : 陳

郭楚翹、莊露潤、陳國良、李志恒、 潘笑賢、陳偉珊、吳耀文、羅全安、盧麗恒、

馬麗雯、鍾沛希、李明。求主記念及保守各執事身心靈健壯，能合一及忠心事奉，

榮耀歸主。 

 

3. 11 月 8 日讀經日營 –《上行之詩導賞》 

求主保守講員蒙日昇博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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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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