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信宣道會明恩堂
連結上帝，彼此激勵
福音主日程序表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主席：王文傑一家
講員：張天和牧師
司琴：廖樂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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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幼區及家長
招待：陸靜雯姊妹 林秀媚姊妹 何玉珍姊妹 李靄雯姊妹 分享：梁建輝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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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庭，誰來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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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天和牧師

誠心順服回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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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立
張天和牧師
彼此祝福後，請留下交通

插花：林秀媚姊妹 獻花：梁仲賢一家 莊美寶姊妹
兒童崇拜及成長天地：吳少娟傳道 吳芷瑜姊妹 梁雋謙弟兄 (地點：20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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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香港神學院實用神學科副教授張天和牧師蒞臨證道，願主繼續賜福
張牧師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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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家長在聚會完結後往 209 室接回兒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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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日、葉吳敬華傳道 11 月 23 日-24 日上午、
謝雁鳴幹事 11 月 23 至 29 日
補假：鄭銘賢幹事 11 月 22 日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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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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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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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人 新生命新生活
幼兒
9人 淺談基督教倫理
基督少年軍 (週末下午2:30)
/
以弗所書
青少區 (週末下午4:30)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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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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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人 祈禱會(每月第三主日上午11:30)
箴言-門徒的座右銘
/
升中計劃
(週五晚上7:30-9:30)
(週末下午 1:00)
十一月份奉獻(截至12/11)：$137,4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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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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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週六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黃淑芷姊妹
講員：李國強先生
司琴：潘劭恆弟兄
當值導師：徐淑儀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葉吳敬華傳道
簡報製作及控制：楊芷蕎姊妹
招待及總務：張力行弟兄 羅冠淙弟兄
11月26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羅世陽弟兄
講員：羅志強牧師
司琴：黃美美姊妹
當值執事：龍世敏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陳文祥傳道
總務負責人：潘永康弟兄
插花：龍世敏姊妹
招待：林貴嬌姊妹 蘇蓮蒂姊妹 劉鴿姊妹 鄭綺雯姊妹
兒童崇拜： 陳詠珊姊妹 嚴始立姊妹 徐淑儀姊妹
張力行弟兄 李淑儀姊妹 王思言姊妹
兒童成長天地：林秀媚姊妹 徐淑儀姊妹 李婥薇姊妹 葉佐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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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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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19
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
他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20
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
偶幫助他。
21
耶和華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
22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他到那人跟前。
23
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他是從
「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25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詩歌歌詞

歡欣
歡欣，心裡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
讚頌，祢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
歡欣，心裡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
讚頌，祢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
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
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
讚美！讚美！
美樂頌 26
因祂活著
神遣愛子被稱為耶穌，降生愛人，赦罪治病，
甚至捨命，為贖我罪過，那空墳墓足證救主基督活著。
因祂活著我能面對明天，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因我知道祂掌管未來，生命變為有價值，正因祂活著。
美樂頌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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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心曲
1. 仍然夢想我可以，再翱翔於天際間；
仍然夢想再觀看，燦爛繁星的夜晚。
爸爸你可知，此際孩子，掛念你歸家仍路遠；
媽媽你可知，此際孩子，掛念你每日操心打轉。
2. 仍然夢想我可以，創造虹光繽紛；
仍然夢想再聽見，每段迴響的樂韻。
爸爸你可知，此際孩子，盼望我恩主維護你；
媽媽你可知，此際孩子，盼望你每日分享主愛。
副歌：讓我每天得到真愛，那懼明日風浪和雨；
讓我每天得到真理，努力尋覓生命真義。
3. 仍然夢想我可以，有日能擔悲與喜；
仍然夢想再感到，壯茁成長的善美。
爸媽你可知，此際孩子，正願意一生陪著你；
爸媽你可知，此際孩子，正願意每日都關心你。
版權屬 ACM 所有
回家
親愛耶穌 我感謝祢來到這世界
給我盼望 給我一個永恆的家
親愛天父 輕聲喚我回到祂面前
不再流浪 我看到家的光
回家 回家 回到永恆愛的家
喜樂充滿我的心 我不住讚美
回家 回家 回到永恆愛的家
天父張開愛的雙臂 我一生屬於祂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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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2017)
(請帶回家祈禱，每天可為其中一事祈禱)
教會：ACTS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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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福音主日
感恩：整體教會／傳栽部的努力協作；崇拜主席、見證、講員和各事奉
人員的付出；肢體努力的邀請；家人／新朋友的出席
代禱：決志者／有興趣者的繼續跟進；肢體努力傳福音的心和行動
聯會/宣教： 聖誕節探訪國內教會
1) 求主賜探訪隊 22 位隊員智慧，憑信傳揚耶穌降生的大愛。特別記
念四位青少隊員[張力行、陳心蔚、陳心然及凌振諾]，求神賜給他們不
單有服侍國內小朋友的心，更得著事奉的喜樂，自此明白主愛大能，終
身不偏離。
2) 為是次探訪對象禱告，求主讓當地二百多位小朋友不單歡渡一個快
樂的聖誕佳節，更得著上帝創造的奇妙大愛及平安；也求神記念那曾接
受教會助學的學生家庭，藉著探訪隊愛心關懷，讓基督的愛溫暖他們的
心。
3) 求主保守整個探訪行程，讓各隊員生命與主結連，彼此激勵，愛主
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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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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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兩岸/世界：「全面且先進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在越南峴港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的十一個亞太區國家
（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
魯、新加坡、越南）的貿易部長，上周六為美國退出後的「跨太平洋夥
伴關係協定」（TPP）達成框架協議，繼續推進，且改名為「全面且先
進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在追求更自由市場的同時，
繼續持續保護環境和勞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