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信宣道會明恩堂
連結上帝，彼此激勵
主日崇拜程序表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主席：黃淑芷姊妹
講員：陳文祥傳道
司琴：陳翹敏姊妹
當值執事：葉佐華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廖金輝牧師
總務負責人：阮大偉弟兄
獻詩：詩班
伴唱：嚴卓峰弟兄
招待：羅鳳英姊妹 李淑儀姊妹 馮碧嬋姊妹 陳健強弟兄

預備心靈敬拜神
默禱認罪

主在聖殿中

會眾

詩篇 113:2-3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今時直到永遠！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
從那日出之處到日落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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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祥傳道

誠心順服回應神
回應/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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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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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值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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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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秀嫦姊妹 獻花：梁錦洪伉儷/李志江伉儷
兒童崇拜： 曾柔賢師母 潘建英實習傳道 曹嘉希姊妹
梁婉瑩姊妹 甄穎琪姊妹 張力為弟兄
兒童成長天地：潘建英實習傳道 吳少娟傳道 馮慧琼姊妹 徐彩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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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栽部報告－11 月 19 日(下主日)是福音主日，有以下幾項，希望弟兄姊
妹參與及禱告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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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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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灣雞蓬短宣－於 12 月 22-25 日(星期五至一)舉行，主要探訪受資助學童
家庭，平安夜聯歡會服侍 200 名兒童，崇拜安排及關心當地同工等等。 而
參加者需要出席出發前安排的 3 天培訓訓練，分別是 11 月 12 日、11 月
26 日及 12 月 10 日。是次短宣報名人數上限 24 人，如欲報名可向謝雁鳴
幹事索取表格；如有任何問題，可向領隊曹達明執事及陳玉和姊妹查詢。
4. 同工上班時間表 (括號代表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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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廖金輝牧師 11 月 13-14 日

5. 微波爐奉獻－由於教會微波爐壞了，若肢體有二手及較新淨的微波爐能奉
獻給教會，請與鄭銘賢幹事聯絡。

11 月 4 日起本堂聚會之人數及奉獻情況
聚 會 名 稱
出 席 聚 會 名 稱
出 席
週六崇拜 (週末下午3:30)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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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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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主日學 (主日上午8:45)
初小
16人 新生命新生活
/
幼兒
15人 淺談基督教倫理
12人
基督少年軍 (週末下午2:30)
/
以弗所書
3人
青少區 (週末下午4:30) o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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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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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人
箴言-門徒的座右銘
8人 升中計劃
17人
(週五晚上7:30-9:30)
(週末下午 1:00)
十一月份奉獻(截至5/11)：$53,591.00 教會每月奉獻目標：$280,000.00
九月份奉獻：278,893.00、十月份奉獻：$258,057.00

11月18日週六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廖睿曦弟兄
講員：范宇軒傳道
司琴：梁雋熙弟兄
當值導師：王美琪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李國強先生
簡報製作及控制：黃渭淦弟兄
招待及總務：廖靖婷姊妹 凌振祈弟兄
11月19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王文傑一家
講員：張天和牧師
司琴：廖睿曦弟兄
當值執事：馬瑋堯弟兄
當值教牧同工：陳文祥傳道
總務負責人：楊啟成弟兄
獻詩：青少區/兒幼區
見證：梁建輝伉儷
插花：林秀媚姊妹
招待：陸靜雯姊妹 林秀媚姊妹 何玉珍姊妹 李靄雯姊妹
兒童崇拜及成長天地：福音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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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1:6-11
6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祢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麼？」
7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9
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祂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祂接去，便看不
見祂了。
10
當祂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
說：
11
「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
們見祂怎樣往天上去，祂還要怎樣來。」
主題: 把握時機?
分題:
1.以神的旨意為事奉焦點
2.按神的時間切入事奉神
2A.突破生命的軟弱
2B.調整事奉的心志
3.抓緊的是神，不是神的祝福
詩歌歌詞

從那日出之處到日落那方
從那日出之處到日落那方 全地高聲讚頌
頑石都開口 深海在唱歌 榮耀至聖上帝
從那日出之處到日落那方 除祢再沒別神
地裂天打開 天軍響號角 救恩公義臨到
副歌：頌唱哈利路亞 我心歸於我
神頌唱哈利路亞 讚美從心吶喊
版權屬 Milk & Honey 所有
以愛還愛
賜下祢恩光，照亮我心房，不會再驚慌，
為祢奔走飄遠方，那懼怕奔波，
靠在祢身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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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祢當得敬拜讚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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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因為祢
常言道：人生像演戲，回看這生精彩：因有祢，
人在世永恆何在？或如流星閃耀掠過，是祢令我人生找到靠依。
死蔭幽谷中，祢伴我過渡，歡欣裡，風光裡祢共我同在；
當身處孤單傷痛，來擁我入懷，祢是我神，是我奇妙救恩。
全因為祢，令我一生都佳美，祢令我生命從空虛，化做傳奇；
無論我壯如紅日，或如黃昏般漸漸老，是祢令我如鷹般高飛。
全因為祢，令我一生都佳美，祢令我生命從空虛，化做傳奇；
唯獨祢是我拯救，我總不至死，直到永遠，從心底讚美！
版權屬影音使團所有
凡事互相效力
*同心讚頌神愛，歌唱因祂賜下和諧，
要愛上帝會發現萬事美！配合每日成護庇。（因祂賜下和諧！）
同心讚頌神偉大，同心歌唱上帝的愛！
萬事要配合，你會發現是上帝祂賜美麗和諧！*
同心讚頌神愛，歌唱因祂賜下和諧！
基督恩典中，人知應走窄路，因祂的恩光永遠啟照扶持著我！
基督祂親身拖帶，而我要永遠靠賴，一生會看見世上，凡事美麗和諧！
重唱*
同心讚頌神偉大，歌唱上帝的愛，因祂賜下和諧，祂賜下和諧！
版權屬浩聲讚祂詠團所有
立志擺上
曾擺上 傾出大愛 曾捨棄 已被擘開
曾擔起痛楚 十架路甘心走過
崇高主愛 恩深似海
能相愛 皆因被愛能醒覺 要被拆改
能穿起救恩 踏上基督的足印
延伸主愛 進入人海
立志今擺上 傳揚耶穌 用我的恩賜 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祢僕人 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祢恩典覆蓋 每步亮明燈
在祢恩手裡 滿布雲彩
效法基督愛 眼界變改
願鴿子天際降下來 陶造我裡面能盛載
神豐足的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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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12/11/2017)
(請帶回家祈禱，每天可為其中一事祈禱)
5/11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1.為收割禾稼感謝神：頁 78-79。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2.主必為我們預備：頁 80-81。
教會：ACTS 課程
6/11 感謝主，學員已定出五年後明恩教會的願景是一所「活出主愛」的教會，
以及其應有的特質；我們正繼續商討如何在五年內與眾肢體一同實現這
個願景。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3.願我懂得勸人與神和好：頁 82-83。
7/11
教會：下星期日福音主日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4.願那感動安得烈的加倍感動我們：頁 84-85。
聯會/宣教：伊朗的薩什凡人
伊朗的 30 萬名薩什凡人因為伊朗政府的打壓，許多人已不再過傳統生
活方式，只有剩大約 50,000 人仍然過著草原遊牧民族的生活， 說阿塞
8/11 拜疆土耳其語。薩什凡婦女最為人所知的是她們獨具風格的手工織品。
相反住在城市的男人，往往只能打打工資微薄的零工。幾乎所有薩什凡
人是什葉派穆斯林，他們當中尚沒有公開的基督徒。求主差派基督徒商
人能有負擔透過做生意的方便，去接觸這些未得之民，向他們活出屬神
的生命美好的見證，以吸引他們渴慕尋求真神。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5.求主持守已挑旺的心：頁 86-87。
香港/兩岸/世界：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及繼續「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表示，計劃於明年年中成立「兒童事務
委員會」，匯聚政府部門和民間團體，處理兒童在成長中面對的問題。
9/11
另外，「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自 2009 年推行至今，已惠及超過 25 萬人
次，向暫時難以應付食物開支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每次不超過 8 個星期
的基本膳食。政府會再撥款 4 億 4700 萬元，將服務延長 3 年至 2020/21
年。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6.願聖靈激勵我：頁 88-89。
香港/兩岸/世界：美國德州教堂槍擊案
10/11
美國德州一間教堂星期日(5/11)發生槍擊，一 26 歲男子槍手於晨間禮拜
時，走進教堂開槍，造成至少 26 人死亡及 20 人受傷。
11/11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7.齊齊起來見證福音大能：頁 9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