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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  

週六崇拜  2020 年 11 月 14 日  

主日崇拜  2020 年 11 月 15 日  

講    題   渴慕建立教會的恩賜  

講    員  黃漢榮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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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利 十一 44上........ ........... ...眾立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讚美詩 ................. 玻璃海/滿有能力/聖哉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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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祢以外(讚美之泉-國) ........ 梁華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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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林前 十四 1-12 ............... ....主席 

證 道.......................渴慕建立教會的恩賜 ........... 黃漢榮傳道 

回應詩 .......... ...........一群大能的子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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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梁碧瑜傳道/吳素娟傳道 

三一頌.. ............................... . 梁碧瑜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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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梁碧瑜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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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漢榮傳道 黃漢榮傳道 黃漢榮傳道 

主    席      ： 梁碧瑜傳道 吳耀文執事 陳偉珊執事 

領    詩      ： 劉詠瑜姊妹 陳鳳翎姊妹 
茵怡堂詩班 

司    琴      ： 張佩儀姊妹 張佩儀姊妹 

當值同工      ： 梁碧瑜傳道 吳素娟傳道 吳素娟傳道 

當值執事         ：   盧麗恒執事 

 



頁二 

 

本週事奉人員  

 領 唱 小 組 茵怡堂詩班 

影 音 週六：李健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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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敏儀  

招 待 週六： 陳敏儀  

 主日早堂： 潘笑賢  羅玉美  

 主日午堂： 鄭志東  林乙嬌  朱亞娟  劉劍慈  孫詠媚   

曾麗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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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海  選自《玻璃海 -神的帳幕在人間》  

來舉起心敬拜，靈歌空中讚美，榮耀的眼神，誰可跟祢相比。  

來舉起心敬拜，靈歌漫天讚美，榮耀的聖城，來把黑暗覆蓋。  

 

我望見這大片玻璃海，在流動就如水晶閃爍，  

照亮我，照耀我，照料我，榮美的主。  

 

頌唱聖哉聖哉聖哉，屈膝俯拜，頌唱聖哉聖哉聖哉，榮雨降下。  

頌唱聖哉聖哉聖哉，君尊的國，頌唱聖哉聖哉聖哉，置身玻璃海。  

寶座前跪拜。  

 

 
 
 
 
 
 
 
 
 
 



頁三 

 
 

滿有能力 選自《讚美之泉  14 - 不要放棄，滿有能力，14》   

我的盼望就在耶穌基督裡，在祢裡面滿有平安。  

生命泉源就在耶穌基督裡，有主在我裡面活著。  

 

我宣告在我裡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屬這世界，我高舉耶穌的名。  

我宣告在我裡面有活水湧流滿有能力，有耶穌在我裡面活著，我勇敢站立！  

有主在我裡面，沒有懼怕能戰勝仇敵。有主在我裡面，沒有懼怕還得勝有餘。 

 

聖哉三一 選自《生命聖詩》第 5 首  

1.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我眾歌頌，歡聲上達天庭；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  

2. 聖哉，聖哉，聖哉，眾聖都敬拜，放下黃金冠冕，環繞在水晶海；  

千萬天使天軍，俯伏叩拜主前，昔在而今在，永在億萬年。  

3. 聖哉，聖哉，聖哉，主莊嚴威榮；罪人昏昧難見，因黑暗罪深重；  

惟獨上主至聖，惟獨上主至尊，全能又全愛，至聖潔真神。  

4.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地上天空海洋，萬物同頌主名；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  

 

除祢以外（聖餐詩）選自《讚美之泉  01 - 讓讚美飛揚，25》  

除祢以外，在天上我還能有誰？  

除祢以外，在地上我別無眷戀。  

除祢以外，有誰能擦乾我眼淚？  

除祢以外，有誰能帶給我安慰？  

雖然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漸漸的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裡的力量，是我的福份，直到永遠。  

 

一群大能的子民（回應詩）選自《美樂頌 139 》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滿讚美的子民，他們要靠我靈來往此地，

並要榮耀我寶貴的名， 

主啊！興起，建立教會，使我們靠祢堅固，成為合一祢的肢體，在祢愛

子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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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1-12 》 
14:1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

（原文作：是說預言；下同）。 

14:2 那說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因為沒有人聽出來。然而，

他在心靈裡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祕。 

14:3 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14:4 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 

14:5 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更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因為說方言的，若不翻

出來，使教會被造就，那作先知講道的，就比他強了。 

14:6 弟兄們，我到你們那裡去，若只說方言，不用啟示，或知識，或預言，

或教訓，給你們講解，我與你們有甚麼益處呢？ 

14:7 就是那有聲無氣的物，或簫，或琴，若發出來的聲音沒有分別，怎能知

道所吹所彈的是甚麼呢？ 

14:8 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預備打仗呢？ 

14:9 你們也是如此。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怎能知道所說的是甚麼呢？

這就是向空說話了。 

14:10 世上的聲音，或者甚多，卻沒有一樣是無意思的。 

14:11 我若不明白那聲音的意思，這說話的人必以我為化外之人，我也以他

為化外之人。 

14:12 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頁五 

 

【家事分享】  

1. 感謝本堂堂主任梁華康牧師施領聖餐，帶領弟兄姊妹一同紀念     

主愛；感謝本堂黃漢榮傳道宣講神的道，求主的話語使弟兄姊妹

得著造就，願主賜福梁牧師及黃傳道的事奉。  

 

2. 請弟兄姊妹於 11 月 21 及 22 日參加崇拜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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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培訓部  

讀經日營  -《上行之詩導賞》，由講員蒙日昇博士 (中國宣道神學

院舊約講師、實習主任）分享詩篇 120-134 篇中窺探信仰的靈程。

已順利完成。會眾可於 12 月 6 日前無須密碼登入教會網頁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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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六 

 

 

 
教會祈禱會  

日期  :  11 月 25 日  

地點  : 慧安副堂  

時間  : 晚上  8-9 時 
 

 

6. 2020-11-08 主日獻金   

 
7. 財政簡報  09 / 2020 

常費 HK$ 基金 HK$ 

奉獻收入  291,517.00  
累積宣教士基金 
 (as at 08/2020) 

(94,300.00) 

常費支出  (106,648.53) 
累積宣教士基金  
(as at 09/2020) 

(114,200.00) 

利息收入 0.96  
累積差傳基金  
(as at 08/2020) 

539,692.29  

結存  184,869.43  
累積差傳基金 
 (as at 09/2020) 

538,680.09  

清還貸款 (17,832.45) 
累積購堂基金  
(as at 08/2020) 

1,673,403.00  

當月現金流入 167,036.98  
累積購堂基金  
(as at 09/2020) 

1,676,103.00  

上月現金流入 (352,246.55) 
累積慈惠基金  
(as at 08/2020) 

63,150.00  

全年截至當月現金
流入(as at 
09/2020) 

(185,209.57) 
累積慈惠基金  
(as at 09/2020) 

142,570.00  

 

十一奉獻  129,200 其他奉獻(購堂) 550 

 感恩  10,400 
支持宣教士  
(M/M/瑞麟/小驢/ 
菜心  /小指) 

4,050 

 主日獻金  3,170.20 慈惠基金  1,200 

 差傳基金  25,150 少青崇拜  73 

   共收奉獻  173,793.20 



頁七 

 

牧者心聲        黃漢榮傳道 

你自立了嗎？ 
 

感謝神！茵怡堂終於在 11 月 1日正式自立了！ 

在這自立的慶典中，相信最感喜悅和欣慰的便是母堂，就正如為

人父母都期望子女可以長大成人，獨當一面，成家立室，開枝散

葉。 

回想 23年前母堂就是遵行耶穌基督的大使命：「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太

28:18-20）。一群開荒值堂的埔宣肢體便來到將軍澳設立茵怡堂，

見證茵怡堂的成長及自立。茵怡堂自立的意義，就正如梁牧師在

上一期牧者心聲之主題：茵怡堂邁向自立新一頁 文中所解說，

「不單在硬件方面例如執事選舉、行政和財務上，不再由母堂照

顧，將完全由茵怡家各弟兄姊妹承擔」 

 

你自立了嗎？ 

我們怎樣回應教會的自立呢？是否願意承擔呢？ 

梁牧師強調：「其實自立後更重要是靈命的成熟 .… 因此「神的

話」和「傳福音」永遠是茵怡堂建造的根基！」讓我們反思有沒

有遵行耶穌基督的大使命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我們有沒學習

真理及接受裝備，預備栽培其他信徒成長？ 

今年整個社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亦是人心最需要平安的時候，

深信唯有耶穌基督才可以帶來真正的平安。「趁著白日，我們必

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約 9:4) 。

求主幫助讓茵怡堂弟兄姊妹立志擺上，遵行主的使命傳揚福音，

成為這地區的燈臺，榮耀主名！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6445&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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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P1-P6) 聚會 11 月 15 日 靚次伯中學 

幼兒(K1-K3)    暫停聚會直至另行通知 

http://www.vcm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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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禱告 

美國近日增逾 10萬宗確診 專家憂情況惡化 

現時全球累積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增至超過 5150 萬人，死亡人數在 127 萬以

上。美國累積確診個案突破 1 千萬，約 24 萬人死亡，都是全球最多。過去近一

個星期，當地每日新增 10 萬宗病例以上，專家憂慮情況會比今年春天及夏天嚴

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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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衝突致千多人死亡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宣佈達成停火協議，旨在結束納卡地區六個星期以來的衝突，

但協議在亞美尼亞引起憤怒反應。這場衝突已令 1300 人死亡，十多萬人流離失

所。求主保守雙方政府以和平方式協談，以免做成衝突及人命傷亡。 

 

為香港禱告 
百多間學校爆上呼吸道感染 

新冠肺炎疫情風險未消，本港卻出現學童上呼吸道感染大爆發！衞生署表示，周

二以來已錄得 132 宗幼稚園、幼兒中心，小學院舍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個案，涉及

近 1400 人，求主保守患病學生能早日康復。 

 

多名司機確診 恐病毒已周圍擴散 

第三波疫情稍為緩和，但近日再持續出現源頭不明個案，反映社區有隱形傳播鏈。

其中包括 4 名的士司機及 1 名復康巴士司機，而他們的職業較多接觸其他人，所

以擔心病毒已周圍擴散。求主使政府能制定合適的檢疫政策，面對疫情不會鬆懈，

以免疫情再度反彈。 

為教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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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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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安副堂裝修 

慧安副堂將於 12月進行小裝修，求主保守安排順利及減少造成教會運作之影響。 



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