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信宣道會明恩堂
連結上帝，彼此激勵
主日崇拜程序表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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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唱：凌潤栢弟兄 林瑤琼姊妹
招待：陸靜雯姊妹 李淑儀姊妹 史愛微姊妹 王美琪姊妹

預備心靈敬拜神
默禱認罪

主在聖殿中

會眾

詩篇 98:4-5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樂；要發起大聲，歡呼歌頌！
要用琴歌頌耶和華，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頌祂！
全世界都讚美
獻上頌讚
奔跑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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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不同的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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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強先生

誠心順服回應神
回應/奉獻
家事報告

因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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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下參加祈禱會

插花：馮碧嬋姊妹 獻花：馬瑋祺弟兄
兒童崇拜： 陳詠珊姊妹 何淑嫻姊妹 蘇翠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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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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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祈禱會－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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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國內短宣名單－12 月 25-25 日舉行，成員包括陳文祥傳道、曹達明、
陳玉和、龍世敏、凌潤栢、凌振諾、鄺煜堅、林秀媚、張力為、陳健強、
陳玉蓮、戴艷琪、余奕樺、周錦福、潘建英實習傳道、朱秀容、黃敬華、
黃沛恩、李冠倫、陳健麗、陳心蔚、陳心然，請禱告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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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截止報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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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李國強先生 12 月 17 日下午、12 月 22 日晚上、12 月 23 日上午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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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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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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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人 淺談基督教倫理
基督少年軍 (週末下午2:30)
17人 以弗所書
青少區 (週末下午4:30)
15人 一針見血的福音(主日上午11:30)
成年區
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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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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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奉獻(截至10/12)：$177,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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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席
16 人
9人

6人
/
/
6人
12人
26人
/
16人

12月23日週六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羅世陽弟兄
講員：陳勳傳道
主領：讚美隊
當值導師：徐嘉敏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葉吳敬華傳道
簡報製作及控制：徐梓程姊妹
招待及總務：黃渭淦弟兄 羅冠淙弟兄
12月24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廖金輝牧師
講員：龍維耐醫生
司琴：黃美美姊妹
當值執事：徐嘉敏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陳文祥傳道
總務負責人：潘永康弟兄
插花：何玉珍姊妹
招待：林貴嬌姊妹 蘇蓮蒂姊妹 關鳳霞姊妹 凌潤柏弟兄
兒童崇拜： 曾柔賢師母 嚴始立姊妹 楊芷蕎姊妹
梁雋謙弟兄 馮慧琼姊妹 王思言姊妹
兒童成長天地：吳少娟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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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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裡。

2

耶穌和祂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

3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祂說：「他們沒有酒了。」

4

耶穌說：「母親，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5

祂母親對用人說：「祂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作甚麼。」

6

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

7

耶穌對用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8

耶穌又說：「現在可以舀出來，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了去。

9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是那裡來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
管筵席的便叫新郎來，

10

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纔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
到如今！」

11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顯出祂的榮耀來；
祂的門徒就信祂了。

詩歌歌詞

全世界都讚美
高聲地喝采，我高歌因為父神同在，
掌管我一生，在我的心中不變改。
一起共挽手，以歌聲歌頌父神成就，
扭轉我一生為我修補心窩缺口。
讚頌祢，敬奉祢，要讓讚美達遠地，
全球民族高聲讚揚萬有都歸與祢。
高聲唱讓世界都讚美，全世界都讚美，
讓世界都讚美，人類全部連起。
一起共挽手，以歌聲歌頌父神成就，
扭轉我一生為我修補心窩缺口。
讚頌祢，敬奉祢，要讓讚美達遠地，
全球民族高聲讚揚萬有都歸與祢。
版權屬 ACM 所有

獻上頌讚
在世間，萬有中，哪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竭力頌揚，主愛是奇妙浩大。
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穩庇護所，
我若只有，一息尚存，也要定意敬拜祢。
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
各處頌讚，眾山歡呼拍掌，
遍野萬里也和應叫嚷，
與眾海呼喊，傳揚上主。
跳躍和唱，要述說祢創造，
願永愛著祢，我這生不變更，
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祢。
版權屬 ACM 所有
奔跑不放棄
每個狂風暴雨裡，祢同在在那裡，
每個難處低谷裡，祢恩典在那裡，
每個傷心失望裡，祢愛我愛到底，
在祢愛的光中，我得著能力，
我愛祢，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榮耀高舉祢的名，我跟隨不懷疑，
我愛祢，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這愛的路程裡，我奔跑不放棄，
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
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因著信
1. 憑信，祂離別吾珥；因信，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
2. 憑信，祂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
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裡靜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3. 憑信，我們懷著憑據；因信，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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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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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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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12 大灣探訪隊
為探訪隊 22 名隊員禱告，求賜智慧，存聖潔的靈，披帶主的樣式，關
19/12

懷當地人士，得著讓基督降生的祝福。
為探訪行程的出入平安、氣溫和暖、隊員身心靈健康禱告。
為探訪對象禱告，讓聖經話語、上帝的祝福，帥領他們的生命成長，使
他們的家人也有認識福音的機會。
教會：24/12 星期日下午 2:00 佈佳音活動

20/12 24/12 星期日下午 2:00 教會有佈佳音活動（在本邨附近透過聖誕詩歌佈
佳音），在崇拜部協調下，由休四成長團契負責，願神使用這次活動。
聯會/宣教：東非
摩洛哥是一個穆斯林大國，有超過 3,500 萬人口，其中 98.7%為穆斯 林，
只有 1.1%是基督徒。雖然摩洛哥憲法提供宗教自由，實際上政府禁止
21/12 這項權力，向摩洛哥人傳福音是違法的；摩洛哥信徒也不能在公開場合
敬拜。目前摩洛哥的教會主要由外國人組成，處於摩洛哥社會的邊緣。
求主保護非洲教會，願她們有屬靈的分辨力和智慧，處理內部以及外
來的反對勢力，能在神話語中扎根。
香港/兩岸/世界：兩電明年加價 1.9%
22/12

兩家電力公司向立法會提交明年電費調整方案，經抵銷兩項特別回扣
後，兩電明年的淨電價同樣按年加百分之一點九，七成中電用戶每月加
價不多於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