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信宣道會明恩堂
連結上帝，彼此激勵
主日崇拜程序表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日
主席：吳凌雲姊妹
講員：葉帶玲傳道
司琴：陳翹敏姊妹
當值執事：陳沃祥弟兄
當值教牧同工：廖金輝牧師
總務負責人：阮大衛弟兄
招待：羅鳳英姊妹 吳芷瑜姊妹 黃慧美姊妹 何碧霞姊妹

預備心靈敬拜神
默禱認罪

主在聖殿中

會眾

詩篇 89:1
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遠；
我要用口將祢的信實傳與萬代。
聖潔的祢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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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心渴慕聆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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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望、向前走
出埃及記 13:17-18、21-22

葉帶玲傳道

誠心順服回應神
回應/奉獻
家事報告

住在祢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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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淑嫻姊妹 獻花：徐鴻昌伉儷
兒童崇拜： 陳詠珊姊妹 劉淑儀姊妹 鄭凱欣姊妹
鄧蒨羚姊妹 張力行弟兄 張力為弟兄
兒童成長天地：林瑤琼姊妹 鄭凱欣姊妹 徐彩霞姊妹 嚴始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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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海濱平安福音堂葉帶玲傳道蒞臨證道，願主繼續賜福葉傳道的服事。
3. 教會祈禱會－12 月 17 日(下主日)崇拜後有教會祈禱會，教會特別希望今
年這最後一次祈禱會
A. 能一起為教會今年的人與事感恩
B. 能一起為明年教會的主題和發展禱告
C. 以分區(長成/成年/伉儷/休四/青青/青少)形式彼此感恩和代禱(鼓勵區
員一起出席)
4. 主日學報名－2018 年 1-4 月主日學課程詳見課程大綱及簡介，教會十分鼓
勵每一位參加崇拜的弟兄姊妹，不是主日學導師，就是主日學學員；此，
請大家踴躍報名：特別一提的是，若希望於明年 6 月受浸或轉會加入明恩
教會，需報讀受浸班，報讀條件及詳情可向各區牧查詢。
5. 12 月 24 日平安夜佈佳音－教會於 12 月 24 日星期日下午 2:00-3:30 舉辦佈
佳音活動 (不須報名)，此向社區坊眾宣傳揚主耶穌降生這大好信息；鼓勵
參加者身上的衣飾能多一點紅色和黑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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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可到司事枱
索取。
7. 「挑戰視野」普世宣教展望課程－「挑戰視野」是最精簡而全面的差傳基
礎課程，內容包括差傳聖經基礎、宣教歷史、跨越文化和生命策略四大部
份。透過遊戲、學習、反思和行動，燃點信徒對普世宣教的熱誠，以正確
的觀點看世界和普世教會的需要，並幫助信徒掌握自己實踐大使命的角
色，成為懷有普世宣教使命感的基督徒。課程將於 2018 年 1 月 9 日-2 月
6 日(5 課堂)，逢星期二晚上 7:30-9:40 於明頌堂（觀塘道 273 號德明樓地
下）舉行，講師為廖金輝牧師，詳情可到司事枱索取，報名及查詢可與各
區牧聯絡。

8. 明基普及神學 2018 年第一季課程：與你同行－將於 2018 年 1 月 4 日~3
月 1 日（8 課堂），逢星期四晚上 7:30-9:30）於明基堂(新蒲崗雙喜街 9
號匯達商業中心 15 樓)舉行，講師為劉佩婷博士 (美國維真大學哲學博士、
美國註冊家庭治療師、建道神學院輔導系助理教授)，十分適合本堂區長、
導師、關顧組長或作關顧的報讀，詳情可到司事枱索取，報名及查詢可與
各區牧聯絡。
9. 同工消息－吳少娟傳道今日往榮基教會證道，證道後返回明恩堂。
10. 同工上班時間表 (括號代表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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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廖金輝牧師 12 月 11 日
李國強先生 12 月 10 日下午、12 月 15 日晚上、12 月 16 日上午
肢體消息
1. 青青區梁國才弟兄與施燕萍姊妹之結婚典禮，將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星

期日）下午 3:00，假九龍佐敦佑寧堂舉行，當日 2:00 會安排旅遊巴由明
恩堂出發，新人誠邀明恩堂弟兄姊妹蒞臨共證婚盟，同頌主恩。

1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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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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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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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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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人 以弗所書
3人
青少區 (週末下午4:30)
17人 一針見血的福音(主日上午11:30)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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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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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人 祈禱會(每月第三主日上午11:30)
/
箴言-門徒的座右銘
9人 升中計劃
18人
(週五晚上7:30-9:30)
(週末下午 1:00)
十二月份奉獻(截至3/12)：$64,174.00 教會每月奉獻目標：$280,000.00
十月份奉獻：$258,057.00、十一月份奉獻：$225,124.00

12月16日週六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李國強先生
講員：陳文祥傳道
司琴：梁雋謙弟兄
當值導師：黃淑芷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葉吳敬華傳道
簡報製作及控制：張力行弟兄
招待及總務：王美琪姊妹 廖靖婷姊妹
12月17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龍世敏姊妹
講員：李國強先生
司琴：廖睿曦弟兄
當值執事：吳凌雲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陳文祥傳道
總務負責人：楊啟成弟兄
插花：馮碧嬋姊妹
招待：陸靜雯姊妹 李淑儀姊妹 林瑤琼姊妹 王美琪姊妹
兒童崇拜： 陳詠珊姊妹 何淑嫻姊妹 吳芷瑜姊妹
李芳祈姊妹 林秀媚姊妹 張力為弟兄
兒童成長天地：曾柔賢師母 陳嘉韻姊妹 幼童家長 林秀媚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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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記 13:17-18、21-22
17
法老容百姓去的時候，非利士地的道路雖近，神卻不領他們從那裡走；
因為神說：「恐怕百姓遇見打仗後悔，就回埃及去。」
18
所以神領百姓繞道而行，走紅海曠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帶著兵
器上去。
21
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們日
夜都可以行走。
22
日間雲柱，夜間火柱，總不離開百姓的面前。
詩歌歌詞

聖潔的祢
尊貴、榮耀、美麗、全地萬有也頌揚歌唱，
萬世救主，永在全能，至高的讚美歸祢。
一切向主屈膝，求容讓我進入榮光裡，
被殺救主，當得讚美，願國度權能屬祢！
今我跪拜聖潔的祢，祢的尊貴極完美，
那可相比！在祢手中執掌真理，
權柄永久，百姓都因祢歡喜，我讚頌祢！
我獻上頌讚到祢座前，崇拜君尊救主！
今我跪拜聖潔的祢，祢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
在祢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
百姓都因祢歡喜，我讚頌祢！敬拜屬祢！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所有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也可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住在祢裡面
1. 在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慕祢，
在曠野無人之處我尋求祢。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我等候祢，如鷹展翅上騰。
2. 住在祢裡面，住在祢裡面，
如同枝子與葡萄樹緊緊相連。
住在祢裡面，住在祢裡面，
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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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1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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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以及當中的特質（以感恩讚美頌揚主愛、從禱告讀經經驗主愛、藉彼此
相愛展現主愛、以事奉培育回饋主愛和藉社區服事活出主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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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周年堂慶籌備
11/12 教會將於明年 3 月 4 日舉行 20 周年堂慶崇拜，除堂慶崇拜外，亦有一
連串慶祝，求主加力籌委會為堂慶及一連串慶祝的籌備。
聯會/宣教：印度奧里薩的拉吉普特人
歷史上拉吉普特人是「瑪哈拉吉」(The Maharajas)，印地語的意思就
是——「大君王」。在大英帝國進入印度以前，他們是這古老國度的君
12/12

王。就算殖民時期，他們也受到尊貴待遇。拉吉普特人視勇氣和榮譽為
最高的價值。雖然多數拉吉普特人是印度教徒，但也有些人信奉其它宗
教，只是幾乎沒有人稱耶穌為救主，幾百年來都是如此。求主憐憫拉吉
普人，他們長久以來被黑暗勢力包圍，求主使他們得著自由來相信愛他
們、拯救他們的耶穌。
香港/兩岸/世界：香港超越上海，成為亞洲最昂貴城市
據瑞士寶盛銀行發報的 2017 年《財富報告：亞洲》顯示，香港已取代
上海，成為亞洲最昂貴城市。該報告統計了亞洲 11 個城市，擁有可投

13/12 資淨資產 100 萬美元的富豪，他們的 22 項消費項目價格變動。報告指
出，香港豪宅的每平方米價格為近 52,000 美元，較亞洲平均價格水平
逾 19,000 美元高出 2.7 倍。香港亦是高級餐飲試味套餐及商務艙機票價
格最貴的城市。
香港/兩岸/世界：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表示已下令國務院
14/12 提出，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多個阿拉伯國
家和美國的盟國異口同聲，抨擊美國總統特朗普不負責任及打擊中東和
平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