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堂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Tin Yan Church 

合神心意的門徒－愛護理 

10/11/2019 主日崇拜 

一  序  樂 ··············· 〔主在聖殿中〕 ····················· 眾   坐 

二  宣  召 ············ 《詩篇》九十五 6-7 ··················· 主   席 

三  祈  禱 ·························································· 主   席 

四  唱  詩 ················ 〔祢真偉大〕 ······················· 領   詩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五  奉  獻 ············ 〔祢讓我生命改變〕 ·················· 司   獻 

六  讀  經 ············· 《傳道書》三 1-22 ···················· 主   席 

七  信息分享 ············· 「生命中敬畏神」 ···················· 梁志華傳道 

八  回 應 詩 ··············· 〔原來是耶穌〕 ····················· 主   席 

九  誦讀金句 ············· 《傳道書》三 14 ···················· 主   席 

十  家事分享 ·························································· 梁志華傳道 

十一 讚 美 詩 ·························································· 眾   立 

十二 祝  福 ·························································· 梁志華傳道 

十三 默  禱 ·························································· 眾   坐 

十四 殿  樂 ················ 會後彼此問安 ······················· 會   眾 

本堂事奉隊工：陳黔開牧師（顧問）、雷振華牧師（顧問：宣教教育）、 

       梁志華傳道（代堂主任）、曾雁初傳道、孫小霞傳道(半職)、 

       楊智雄弟兄（幹事） 

本堂通訊處：天水圍天瑞路 8 號嘉湖山莊翠湖居商場地下 9 號舖  電話：2617 3401 

主日聚會點：天恩邨天恩商場一樓 122 號天恩幼兒學校      電話：2146 7891 

電郵地址：info@efcctinyan.org           網址：http://www.efcctinyan.org 



【詩   歌】 

【祢真偉大】(世紀頌讚#6) 

1. 主啊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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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大工遍滿了宇宙中  

2. 當我想到 神竟願差祂兒子 降世捨命 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 甘願背我的重擔 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3. 當主再來 歡呼聲響徹天空 何等喜樂 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 謙躬的崇拜敬奉 並要頌揚 神啊祢真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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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讚美之泉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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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同心圓#榮美冠冕 8) 

求祢以真理引導我方向 求祢以真理陶造我  

使我能知道判斷何美善 每步道路也不走差  

求祢以真愛注入我心裡 求祢以真愛燃亮我  

使我常感到愛是何美善 每步道路也緊靠祢  

讓我愛祢 愛慕祢真理 盼祢教我 得著永生愛  

全是祢捨身的愛 留下美善榜樣 我願全身心都歸祢  

願我謙卑 渴慕祢指引 盼祢教我得著祢心意  

全是祢永久的愛 留下信念希望 現我在心底讚美祢 



【祢讓我生命改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1. 祢恩典豐富極深厚 每天保守  
每一刻供應是足夠 夜深和白晝  
頌讚祢 讓我生命改變 每刻在引牽  
頌讚祢 萬世千載不變 身心皆奉獻  

2.祢施恩普世像天雨 傾福於世間  
細心的把我在看顧 關心無間  
憐憫我 讓我生命改變 愛心日倍添  
願靠祢 面對新的挑戰 身心皆奉獻  

【原來是耶穌】(團契遊樂園 6# 24) 

是誰令我 迷霧裡覓曙光 困惑跌倒 前路也願去闖  

是誰令我 危難裡亦勇敢 世事變遷不改我路向  

是誰令我 尋著意義而活 獻奉這生 來盡發熱發光  

是誰伴我 無後悔踏遠方 也令我知真方向  

原來是耶穌 祂的愛未變 原來是耶穌 恩手引導  

原來是耶穌 給我不死的愛 令我總不放棄  

是誰用愛 平伏往日創傷 貼近我心 除掉往日模樣  

是誰用愛 成就往日夢想 眼淚抹乾不需往後看  

是誰用愛 同渡各樣壓迫 照亮我心 無懼世俗拍擊  

是誰用愛 長路結伴去闖 也伴我走真方向  

原來是耶穌 祂的愛未變 原來是耶穌 恩手引導  

原來是耶穌 給我不死的愛 令我總不放棄  

原來是耶穌 祂的愛未變 原來是耶穌 恩手引導  

原來是耶穌 給我不死的愛 令我堅定前行  

 

 

 

 

 



講題：「生命中敬畏神」 

《傳道書》三 1-22  

(紅邊舊約 796 頁) (白邊舊約 716 頁) 

 
講道大綱 

  

1. 凡事有規律 

 

 

 

 

 

2. 生命不一樣 

 

 

 

 

 

 

3.敬畏不可少 

 

 

 

 

 

 



                   家事分享及報告          （有★為新事項）  

1. ★歡迎首次參加主日崇拜的朋友，盼望你們能繼續參與本堂聚會，
蒙主賜福。 

2. 按教會年曆，現今是聖靈降臨節期，代表顏色為綠色，意指聖靈降
臨使教會充滿能力、敬拜、傳福音及人數增長。信徒在聖靈裡彼此
交通，在主裡成為一體。 

3. ★【福音性查經班】、【新生命新生活】及【愛護理】於崇拜後 12 時
開始，請弟兄姊妹留意課室的安排。同時，主日學後請弟兄姊妹留
步協助清理及還原幼兒學校地方，多謝合作。 

4. ★本星期四 8:00pm 於翠湖辦事處舉行【週四祈禱會】，主題 「培
育部、婦女團契」。歡迎弟兄姊妹一同來禱告。 

5. 11 月份「靈火」已經出版，歡迎取用幫助每天靈修。 

6. 11 月 6 日(三)及 11 月 13 日(三)，晚上 8 時於翠湖辦事處舉行【成長
八課】課程，歡迎弟兄姊妹參加，崇拜後可於招待處報名。如有查
詢可聯絡張植明執事及伍美玉執事。 

7. 播道會社會服務全港賣旗及金旗截至 10 月 31 日共籌得 115 萬(目標
220 萬)。鼓勵 11 月 26 日之前繼續用直接捐款形式將捐款寄至服務
處或存入銀行戶口。 

8. 江諾兒姊妹(江偉林、林仰俐伉儷之千金)與連浩行弟兄訂於 11 月 23
日(六) 3pm 信義會真理堂(油麻地窩打老道 50 號)舉行結婚典禮，歡
迎光臨同頌主恩！ 

 

 

 

 

 

 

 

 

 

 

 



         代禱事項 

感謝天父恩典！冬天就快來臨，時間很快就過去，使我們在季節變

化中思想尋索永恆的方向。 

1. Teens Voice 青少年事工的代禱需要： 

a. 中學組歡迎由兒童主日學裡升上中學的少年人參與小組，為
他們的邀請和初中生的適應祈禱，求主幫助。 

b.  記念中學生在學校的學習，在功課的壓力和學習的壓迫下
能正向思想，學習用屬靈的心思看眼前的挑戰，求主保守他
們意念都在耶穌裡，有聖靈的引導，好讓他們都有能力、智
慧過每一天。 

c. 記念嘉俊，早前因活動從高處跌下，傷了兩腳骨骼，現需休
息等候康復。感謝神保守他生命，為著骨骼的康復禱告，或
許需要進行一些療程，求主按祂心意在合適時間進行治療，
讓身體重新健壯。 

d. 記念在職場的青少年，忙碌總是消耗他們的心力，求主保守
他們的心勝保守一切，讓我們在忙碌的生活中，尋求跟隨主
的生活，活出作主門徒的樣式。 

e. 請記念青少年在家庭中得到更多家人的諒解，無論在政見或
信仰或工作，願主幫助青少年能有有效的溝通，使家變得更
和諧。求主在每個家裡都播下愛和包容。 

2. 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

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神的國界綫分明，不同流合污。(約十八 36) 

3. 為聘牧代禱，求主差遣祂的僕人來天恩堂。 

4. 為 29-30/11 銳意門訓講員曾金發牧師及曾麥翠蓮師母，並大會籌

備工作人員代禱，求主興起合神心意的門徒。 

【崇拜守則】 

一﹒提早到達，絕不遲到。 四﹒衣著整齊端莊，以示恭敬。 

二﹒人到心到，安靜心靈敬拜。 五﹒專心敬拜，避免交頭接耳。 

三﹒避免騷擾，關電話坐前排。 六﹒聽道行道，主話伴隨。 

  



 10/11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17/11 社關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梁志華傳道 黎漢華牧師 

主席╱領詩 簡翠卿 黃帶妹/曾韻靖 

司琴╱結他 蘇婉儀 陸芷君 

聖餐襄禮 － － 

祈 禱 會 梁志華傳道 孫小霞姑娘 

家事分享 梁志華傳道 梁志華傳道 

司    獻 倪珍珠、郭惠蓮、吳少珍、呂阿珠 鄭玉霞、陳惠芬、何美好、關秀梅 

堂內接待 梁靜雯 葉青薇 

總    務 朱家駒、張植明 鄭德銘、繆浩龍 

關愛大使 鄧祖德、何桂芳 李金有、郭惠蓮 

兒童事工 
黃帶妺、林奇穎、黎婉芬、趙雅雯 

陳芷珊、黎恩童*、唐寶珍 

朱家駒、張美薇*、黎婉芬、李素娟 

鄭皓程、鍾偉玲、陳小珠、伍美玉 

歡迎大家在 10/11/2019 至 16/11/2019 參加下列各項聚會及活動 

10（主日）  11 (週一）  12（週二） 13（週三） 14 (週四） 15（週五） 16（週六） 

9:15 am 祈禱會 

10:00 am 主日崇拜 

        兒童主日學 

12 nn   成人主日學 

10-11:15am 

 8-9:15pm 

靈修操練 

 10am 

 路得計劃 

「福音班」 

 7:45pm 

男士小組 

 

8pm 

「成長八課」 

  10am 

  長青團契 

  「查經」 

  8pm 

  祈禱會 

 「培育部、婦女
團契」 

 9:45pm 

 婦女團契 

 「生日會」 

     8pm 

蒙恩團契 

「查經」 

   8pm 

   大專初職 

    

奉獻收入 3/11/2019 － 十一月累計  2/11/2019 至 8/11/2019 各項聚會人數 

主日獻金 $2,549.00 － $2,549.00  主日崇拜 (成人) 121 主日崇拜遲到人數 13 

十一奉獻 $76,500.00 － $76,500.00  主日崇拜 (青少年) 9 主日祈禱會 9 

慈惠奉獻 $100.00 － $100.00  職青團契 － 週四祈禱會 8 

青少年事工  －   婦女團契 17 兒童主日學 24 

差傳奉獻 $200.00 － $200.00  長青團契 14 大專 X 初職 12 

大衛工程 $3,149.00 － $3,149.00  蒙恩團契 28 中學組 5 

感恩奉獻 $400.00 － $400.00  男士小組 － 愛護理 14 

其他 $1000.00 － $1000.00  靈修小組  新生命新生活 9 

合計 $83,898.00 － $83,898.00  福音性查經 2 聖   餐 96 

各項基金記錄計算日期：由 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11 月  

 去年結存 本年奉獻 本年支出 至今結存 

慈惠基金 $110,203.10 $1,760.00 － $ 111,963.10 

神學基金  $53,719.50 $1,950.00 －  $56,169.50 

大衛工程 $375,109.40 $169,080.50 － $544,189.90 

差傳基金  $17,451.90 $3,300.00 $4,000.00  $16,751.90 

 

詳情請參閱張貼壁報板上財政報告 
2018 年 6 月至 7 月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 
年度總計(2018 至 2019) 

奉獻及其他收入 $347,454.80 $1,310,418.09 $ 1,657,872.89 

扣除：奉獻轉至基金及其他結存 $ 52,790.30 $ 49,547.20 $102,337.50 

扣除：各項總支出 $ 228,868.62 $1,184,490.90   $ 1,413,359.52 

收入扣除支出，盈餘（不敷） $65,795.88 $76,379.99 $142,175.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