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信宣道會明恩堂
連結上帝，彼此激勵
主日崇拜程序表
二零一七年十月八日
主席：嚴卓峰弟兄
講員：陳文祥傳道
司琴：陳翹敏姊妹
當值執事：徐嘉敏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廖金輝牧師
總務負責人：阮大衛弟兄
獻詩：成年區
招待：譚景華姊妹 李淑儀姊妹 葉栢琛弟兄 趙綺芬姊妹

預備心靈敬拜神
默禱認罪

主在聖殿中

會眾

詩篇 118:1、4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願敬畏耶和華的說：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祢真偉大
讓神兒子的愛圍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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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口的抉擇
創世記 39:1-18

陳文祥傳道

誠心順服回應神
回應/奉獻
家事報告

同證主美意

會眾
當值教牧同工

齊心歡頌三一神
三一頌
祝 福

眾立
廖金輝牧師
彼此祝福後，請留下參加區聚會

插花：梁碧芳姊妹 獻花：葉美蘭姊妹
兒幼區生日會：曾柔賢師母 盧月萍姑娘 張力為弟兄
邱慧頤姊妹 馮慧琼姊妹 李婥薇姊妹

本堂及聯會消息
1. 歡迎出席崇拜的每一位。若希望更多認識基督教信仰，歡迎與本堂教牧
同工聯絡。
2. 十月份生日肢體－梁碧芳、簡貝馨、廖樂恩、陳志雄、黃美美、郭錦池、
雷素英、張卓健、張益瑾、盧耀康、阮大衛、葉栢琛、江維治、陳智賢、
吳芷瑜、胡長花、李冠倫、潘英俊、楊芷蕙、劉倩萍、劉冠希、陳諾恆、
林瑤琼、孔鳳英、王美琪、黃溢禧、張俊聲、陸妙蘭、趙綺芬、王志明、
陳浠澄、何恩希、賴姵霖、吳景行、吳嘉譽，求主在你們的生命中作主，
帥領一生。
3. 傳栽部報告－11 月 19 日(日)是福音主日，有以下幾項，希望弟兄姊妹參
與及禱告 :
1) 29/10(日)崇拜後，一起去教會附近社區派發福音主日邀請卡及嘉年華
遊戲券。
2) 5/11(日)明恩樂天倫嘉年華，於耀安邨莊啓程小學內進行，時間由
2:00~3:30pm，各區部正努力籌備，同心服事，若你想參與的，可與區長
或傳栽部部長(曹達明)聯絡，歡迎各肢體當天帶親朋參與或協助。
3) 19/11(日)福音主日前，約早上 9:30，會在胡忠中學附近派發邀請卡。
4) 最重要就是請你帶領親朋於 19/11(日)參與福音主日。若肢體已有福音
對象，期望教會肢體為這福音對象祈禱，請在司事枱上填寫福音對象的名
字，方便肢體為福音對象代禱，謝謝！
4. 浸宣為主當兵門徒訓練計劃：目的是招募浸宣各堂會有信心，有時間，有
受教心志之信徒，栽培成為浸宣未來領袖，協助教牧同工拓展聖工，實踐
大使命。開課日期：2018 年 1 月；時間：週間晚上（共三年，每星期一
晚）；資格：已加入浸宣堂會兩年，最少有一年教會事奉經驗，18 歲或
以上，並得所屬堂會牧者推薦；有興趣肢體可向區牧查詢。
5. 教會祈禱房使用安排－教會盼望祈禱房能有一清潔、整齊、舒適的環境，
好讓弟兄姊妹在當中默想和向神祈禱，亦方便輔導員接見個案。故此，請各
同工、弟兄姊妹不要將個人物品放在祈禱房內；若大家需借用祈禱房，請預
先聯絡謝雁鳴幹事。
6. 同工上班時間表 (括號代表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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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金輝牧師 10 月 10-11 日取用年假，陳文祥傳道 10 月 10 日-21 日取用年假。

9 月 30 日起本堂聚會之人數及奉獻情況
聚 會 名 稱
出 席 聚 會 名 稱
週六崇拜 (週末下午3:30)
36人 青青區
(每月第二、四週主日上午11:45)
主日崇拜 (主日上午10:00)
146人 伉儷小組
兒童崇拜 (主日上午10:00)
(每月第二、四週主日上午11:45)
高小
4人 主日學 (主日上午8:45)
初小
12人 新生命新生活
幼兒
11人 淺談基督教倫理
基督少年軍 (週末下午2:30)
15人 以弗所書
青少區 (週末下午4:30)
30人 一針見血的福音(主日上午11:30)
成年區
/
家長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主日上午11:45)
(主日上午 11:45)
長成區 (週四上午9:30)
/
兒童成長天地 (主日上午 11:30)
休四成長團契 (週四上午9:30)
/
祈禱會(每月第三主日上午11:30)
箴言-門徒的座右銘
7人
(週五晚上7:30-9:30)
十月份奉獻(截至1/10)：$79,149.00 教會每月奉獻目標：$280,000.00
八月份奉獻：139,521.00、九月份奉獻：278,893.00

出 席
/
/

5人
11 人
/
4人
/
23人
/

10月14日週六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吳凌雲姊妹
講員：葉吳敬華傳道
司琴：潘劭恆弟兄
當值導師：徐嘉敏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李國強先生
簡報製作及控制：李柏霖弟兄
招待及總務：王美琪姊妹 彭俊業弟兄
10月15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徐嘉敏姊妹
講員：廖亞全校長
司琴：廖睿曦弟兄
當值執事：鄺煜堅弟兄
當值教牧同工：廖金輝牧師
總務負責人：楊啟成弟兄
插花：孫杏鸞姊妹
招待：羅鳳英姊妹 譚景華姊妹 梁景嵐姊妹 梁少芬姊妹
兒童崇拜： 徐彩霞姊妹 朱秀容姊妹 吳芷瑜姊妹
李芳祈姊妹 林秀媚姊妹 王思言姊妹
兒童成長天地：嚴始立姊妹 林秀媚姊妹 司徒婉儀姊妹 馬瑋祺弟兄
會眾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浸信宣道會明恩堂有限公司」
(Conservative Baptist Ming Yan Church Limited)
若以過戶方式，請轉入本堂在匯豐銀行 595-7-015695 之賬戶，
並請將收條交回本堂，以便入賬，謝謝！
堂址：沙田馬鞍山恆安邨恆峰樓 A 翼地下
電話：2642 3564 / 2631 1779 傳真：2640 4692
顧問：廖亞全校長
堂 主 任：廖金輝牧師
傳道：吳少娟傳道 陳文祥傳道 葉吳敬華傳道
實習傳道：潘建英實習傳道
傳道幹事：李國強先生
幹事：鄭銘賢先生 謝雁鳴小姐
網址：http://www.mingyan.org.hk 電郵：cbmingyan@yahoo.com.hk

證道經文
創世記 39:1-18
1
約瑟被帶下埃及去。有一個埃及人，是法老的內臣護衛長波提乏，從那些帶
下他來的以實瑪利人手下買了他去。
2
約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華與他同在，他就百事順利。
3
他主人見耶和華與他同在，又見耶和華使他手裡所辦的盡都順利，
4
約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並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務，把一切所有
的都交在他手裡。
5
自從主人派約瑟管理家務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華就因約瑟的緣故賜福與那
埃及人的家；凡家裡和田間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華賜福。
6
波提乏將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約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喫的飯，別的事一概不
知。約瑟原來秀雅俊美。
7
這事以後，約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給約瑟，說：「你與我同寢吧！」
8
約瑟不從，對他主人的妻說：「看哪，一切家務，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
有的都交在我手裡。
9
在這家裡沒有比我大的；並且他沒有留下一樣不交給我，只留下了你，因為
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
10
後來他天天和約瑟說，約瑟卻不聽從他，不與他同寢，也不和他在一處。
11
有一天，約瑟進屋裡去辦事，家中人沒有一個在那屋裡，
12
婦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說：「你與我同寢吧！」約瑟把衣裳丟在婦人手裡，
跑到外邊去了。
13
婦人看見約瑟把衣裳丟在他手裡跑出去了，
14
就叫了家裡的人來，對他們說：「你們看！他帶了一個希伯來人進入我們
家裡，要戲弄我們。他到我這裡來，要與我同寢，我就大聲喊叫。
15
他聽見我放聲喊起來，就把衣裳丟在我這裡，跑到外邊去了。」
16
婦人把約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裡，等著他主人回家，
17
就對他如此如此說：「你所帶到我們這裡的那希伯來僕人進來要戲弄我，
18
我放聲喊起來，他就把衣裳丟在我這裡，跑出去了。」
證道大綱
1. 困境重重時：進取或逃避(39:1-6)
2. 誘惑充斥時：忠貞或諂媚(39:7-18)
3. 神權相悖時：順服或怨忿(39:19-23)

詩歌歌詞
祢真偉大
1. 主阿！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2.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澈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阿，祢真偉大。」
副歌：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美樂頌 9
讓神兒子的愛圍繞你
1. 讓神的兒子以祂聖靈和祂愛來圍繞你，
讓祂充滿你心，使你靈滿足。
讓祂擔負你一切掛慮，賞賜平安的聖靈，
降臨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
2. 哦！揚聲歡呼歌唱讚美，讓你心充滿喜樂，
舉起雙手甘願順服祂的名，
將你的憂傷破碎心靈，痛苦歲月交給祂，
你將靠著祂的名，進入永生。
副歌：耶穌，主耶穌，求充滿我們；
耶穌，主耶穌，求充滿我們。
美樂頌 45
以愛還愛
賜下你恩光，照亮我心房，不會再驚慌，為你奔走飄遠方，
那懼怕奔波，靠在你身旁，竟為我擔當，讓我罪裡得釋放，
凡失喪的，呼喊的，祢都親手撫摸，讓不朽的，溫暖的真愛，療治痛楚。
主你當得敬拜讚美，祢恩典覆蓋這地，頌唱和撒那歌聲全為祢起，
榮耀頌讚歸與祢讚美，祢關心親切細膩，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一生都銘記。
版權屬撒種音樂事工所有
同證主美意
照料野地百合花 讓貧乏人家 在田園拾莊稼
顧念凡人流淚 將恩惠傾下 在曠野路裡 不會走差
背負世上眾罪債 盡一切代價 在各各他償罪的工價
暗昧人被照耀 瞎眼得醫治 能承受上帝的旨意
我的主 永不改變 神大愛 沒有盡時
我要將 祢的說話藏在裡面 唯願跟主腳步 同證主美意
驅黑暗顯為義 用祢的真光行事
是聖潔的民族 定意立志 作祢揀選 君尊祭司
靠主恩 承擔挑戰 憑著信 定得賞賜
效法主 勇於作事 永不休止 樂意甘心獻奉 同證主美意
吃苦開荒火熱 同證主美意
版權屬 DJS 所有
三一頌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同心讚美父子聖靈，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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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08/10/2017)
(請帶回家祈禱，每天可為其中一事祈禱)
教會：ACTS 課程
學員需定出教會未來五年的願景和計劃，求主讓學員們能整理出共識，並
在適當時間向會眾分享。
教會：5/11 嘉年華
繼續為 5/11 教會在莊小舉辦嘉年華禱告，一方面服務坊眾，另一方面為佈
道會宣傳。
聯會/宣教：伊朗中部的卡拉詰人
是一個從未聽聞福音的族群，當中沒有教會，沒有任何管道可以接觸到福
音錄音、印刷品或其它基督教資源。也還沒有宣教士或宣教事工在這族群
展開。阿拉伯的地理學家在 9、10 世紀就已提及卡拉詰人，他們被列為中
亞大草原的突厥人當中。今天的伊朗估計有 5 萬名卡拉詰人，他們百分之
百是穆斯林。求主裝備代禱勇士，好讓福音很快在卡拉詰人當中被傳開。
香港/兩岸/世界：金管局關注父母資助子女置業
金管局發表季報指，根據市場觀察所得，年輕置業人士獲得父母幫助買樓
的現象越漸普遍，這批人買樓所需的資金，部份是來自父母物業再做按揭
或加按的資金。但樓市過熱的風險仍然存在，提醒這些家庭要衡量還款能
力。現時的超低息環境極不正常，呼籲將自住物業再按，或加按的買家都
要注意風險。
香港/兩岸/世界：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發生恐怖掃射槍擊案
拉斯維加斯舉辦的一場戶外音樂會（10 月 1 日），槍手美國白人帕多克
（Stephen Craig Paddock）從音樂會旁的酒店三十二樓，向音樂會觀眾狂
開數百槍，至今增至最少五十九人死，五百廿七人受傷。

福音主日代禱事項
教會福音主日已定於 11 月 19 日（主日）舉行，主題及講題為「幸福家庭，
誰來締造？」講員為張天和牧師（香港神學院教務主任）
，對象是婦女及家長。
由 10 月 3 日至 11 月 11 日將舉行四十日為福音主日祈禱守望，祈禱書可到司
事枱索取，由於數量有限，每人只可取一本。今星期的祈禱安排如下：
08/10（星期日）5. 願所有宣傳深入人心：頁 22-23。
09/10（星期一）6. 為婦女及家長回歸主禱告：頁 24-25。
10/10（星期二）7. 講員信息：頁 26-27。
二.敎會參與篇
11/10（星期三）宣告神的名：頁 12（若有時間，可先參閱頁 8-11）。
12/10（星期四）1. 為教會動員禱告：頁 30-31。
13/10（星期五）2. 主的榮光照亮人心：頁 32-33。
14/10（星期六）3. 領受從上而來的恩賜：頁 3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