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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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019 聖餐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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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宣  召 ········· 《詩篇》一百一十三 1-2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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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唱  詩 ················ 〔有一位神〕 ······················· 領   詩 

〔仰望恩典〕 

〔數算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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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主日奉獻；第二次大衛工程(購堂)奉獻） 

六  讀  經 ············ 《傳道書》十二 1-8 ·················· 主   席 

七  信息分享 ·········· 「不做三等天國子民」 ················· 梁志華傳道 

八  回 應 詩 ··················· 〔歡欣〕 ·························· 主   席 

九  誦讀金句 ············ 《傳道書》十二 14 ··················· 主   席 

十  聖  餐 ········· 《哥林多前書》六 19-20 ··············· 梁志華傳道 

十一 家事分享 ·························  ································ 孫小霞姑娘 

十二 讚 美 詩 ·························································· 眾   立 

十三 祝  福 ·························································· 梁志華傳道 

十四 默  禱 ·························································· 眾   坐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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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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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神】(讚美之泉 1#7) 

1.  有一位神 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2. 有一位神 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高坐在榮耀的寶座  

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副歌) 有一位神 我們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 有恩典慈愛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仰望恩典】(讚美之泉 8#8) 

每一天 每一夜 每一分鐘 我仰望祢的恩典  

患難時 在我喜樂時 祢雙手領我進入祢恩典  

主耶穌祢寶血 洗淨我一切的罪孽  

為我死 為我而流淚 賜給我無盡的恩典 

我能有什麼給祢啊 能報答祢付的代價  

每當我定睛祢十架 眼淚不禁潸然地落下  

我的心不要忘記啊 祂鞭傷換來新的生命啊  

從此不再憂傷 不再掙扎  

在耶穌懷裡我有平安自由 希望 

【數算恩典】( 在祢寶座前 (基恩敬拜)#12) 

琴聲鼓瑟 一起奏出 高唱萬有主宰  

是祢恩典 寬恕憐憫 讓我看見雨後有彩虹  

雲彩天空 一起歡呼 諸天唱和全因祢  

讓我感恩 思想祢大愛 流淚撒種必歡呼收割 

I love you Jesus Jesus You love me  

祢用永遠愛愛我 永久不變 

慈愛誠實 常常圍繞我 祢用大愛拯救我 



I love you Jesus Jesus You love me  

我要永遠永遠俯伏祢腳前 用我心唱出 讚頌聲韻  

讓我每一夜 每一天 數算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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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欣】(讚之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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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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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讚美 

 

 

 

 

 

 

 

 

 



講題：「不做三等天國子民」 

《傳道書》十二 1-8 

(紅邊舊約 804 頁) (白邊舊約 723 頁) 

 
講道筆記 

1.  不等身體衰敗 

 

 

 

 

 

 

2.  不等世界終局 

 

 

 

 

 

 

3. 不等下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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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將臨期，代表顏色為紫色，意指有真光照耀

黑暗世界，人類將獲得希望。門徒要準備心靈迎接基督再臨。 

3. ★感謝梁志華傳道親臨本堂證道，願神大大賜福梁傳道之事奉及家

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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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星期四 8:00pm 於翠湖辦事處舉行【週四祈禱會】，主題 「財

務、職青、男士小組」。歡迎弟兄姊妹一同來禱告。 

6. ★12 月份「靈火」已經出版，歡迎取用幫助每天靈修。 

7. 有鑑於社會衝突不斷升級，矛盾紛亂日深，天水圍三宗教會綱絡於

12月 15日(日) 2:30-4pm在宣道會天頌堂(天頌苑服務設施大樓一樓)

舉行「愛香港祈禱會」。內容包括：為教會群體的撕裂、向主悔罪回

轉；為在上位掌權者、警隊及示威者祈禱，盼望仇恨得以停息，人

心得著和解寬恕及主的大愛醫治，轉化香港的局勢。 

8. ★梁志華傳道在天恩堂忠心服侍多年，現屆退休之時，從今天起梁

傳道將離任本堂傳道同工一職，本堂衷心感謝梁傳道的教導和牧養，

願主賜福帶領他在往後的生活和服侍，得蒙主喜悅和使用。今天之

後，本堂將繼續邀請梁傳道於 12 月內協助蒙恩家庭團契、職青團契

和男士小組擔任義務傳道，感謝梁傳道應允。 

9. ★楊智雄幹事於 6/12 (五)放假一天，如有需要請聯絡曾姑娘。 

 

 

 

 

 



         代禱事項 

感謝天父恩典！讓教會的秋季大旅行在美好的天氣下進行，又賜我

們眾人都享受主給我們的安息日。 

1. Teens Voice 青少年事工的代禱需要： 

a. 為中學大學內的氣氛祈禱，求主賜校長老師有智慧安撫學生
的心靈和情緒，又願主幫助同學面對社會事件帶來的不安、
憂慮和恐懼等等心理能得到舒緩。求主憐憫青年人，賜他們
剛強的心能面對逆境。 

b. 感謝神賜天恩堂有可能進入羅桂祥中學參與學生福音工作。
現仍在磋商中，求主恩領前行，開展福音的門。請為這福音
機會祈禱，求主預備我們的心和同學的心，好叫這所學校成
為主救贖的群體。 

c. 大專初職將於 14/12（六）晚上舉辦名為「99+1」的聚會，
目的是要再次邀請曾經返過 Teens Voice 青少年和現在的
組員能再次結連，盼望他們能在信仰上重新連於基督，也盼
望他們能有機會再次接觸教會群體。求主記念我們的預備和
邀請工作。 

d. 教會內的青少年都受到社會事件帶來的心靈衝擊，求主教導
我們仰望神的大能和大愛，管理好我們心靈的健康然後可以
帶著神的恩典去安慰軟弱的人。 

2. 為聘牧代禱，求主差遣祂的僕人來天恩堂。 

3. 會眾林惜卿姊妹的丈夫郭忍義早前離世，現安排 12 月 9 號晚上
7:30 於九龍殯儀館進行安息禮，翌日出殯。求主安慰家人的心。
堂後放有慰問咭，請肢體於崇拜後留言安慰。 

4. 為香港區議會選舉能在平安順利的情況下完成感恩。請記念已選
出的區議員，求主賜下謙卑的心聆聽居民的聲音，又有忠誠殷勤
建造社區，使居民安居樂業，讓香港重現和平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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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8/12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梁志華傳道 曾雁初姑娘 

主席╱領詩 趙雅雯 李繼光/容寶雲 

司琴╱結他 陸芷君 張心妍 

聖餐襄禮 執事團隊 － 

祈 禱 會 曾雁初姑娘 孫小霞姑娘 

家事分享 孫小霞姑娘 曾雁初姑娘 

司    獻 王淑儀、何秋嬋、余衛優、何潔兒 鄭玉霞、李素娟、葉青薇、曾桂珍 

堂內接待 馮娉婷 梁靜雯 

總    務 繆浩龍、鄧祖德 朱家駒、杜世運 

關愛大使 劉桂蘭、張錦華 王惠珍、倪珍珠 

兒童事工 
朱家駒、張美微*、黎婉芬、李素娟 

鄭皓程、鍾偉玲、李樂萍、唐寶珍 

江偉林、陸芷君*、黎婉芬、趙雅雯 

江少珍、陳小珠、唐寶珍 

歡迎大家在 17/11/2019至 23/11/2019參加下列各項聚會及活動 

1（主日）  2 (週一）  3（週二） 4（週三） 5 (週四） 6（週五） 7（週六） 

9:15 am 祈禱會 

10am 主日崇拜 

     兒童主日學 

12 nn 成人主日學 

     中學小組 

10-11:15am 

 8-9:15pm 

靈修操練 

(信徒生命成長) 

 10am 

 路得計劃 

「價值觀重

整」 

  

 

 

 

 

  10am 

  長青團契 

  「天恩護老院」 

  8pm 

  祈禱會 

 「財務、職青、
男士小組」 

  8pm 

蒙恩家庭團契 

  「情感之旅」 

 

  8pm 

  大專初職 

    

奉獻收入 17/11/2019 24/11/2019 十一月累計  23/11/2019至 29/11/2019各項聚會人數 

主日獻金 $2,264.20 $2,149.00 $9,553.20  主日崇拜 (成人) 89 主日崇拜遲到人數 － 

十一奉獻 $14,450.00 $500.00 $99,950.00  主日崇拜 (青少年) － 主日祈禱會 － 

慈惠奉獻 － － $100.00  職青團契 － 週四祈禱會  

青少年事工 － － －  婦女團契 6 兒童主日學 11 

差傳奉獻 － － $200.00  長青團契 16 大專 X初職 7 

大衛工程 － － $3,349.00  蒙恩團契 － 中學組 － 

感恩奉獻 － － $400.00  男士小組 － 愛護理 － 

其他 $2,300.00 $15,600.00 $19,500.00  靈修小組 12 新生命新生活 － 

合計 $19,014.20 $18,249.00 $133,052.20  福音性查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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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280.50 － $544,3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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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年度總計(2018至 2019) 

奉獻及其他收入 $347,454.80 $185,614.50 $185,614.50 

扣除：奉獻轉至基金及其他結存 $ 52,790.30 $ 38,447.50 $ 38,447.50 

扣除：各項總支出 $ 228,868.62 $118,556.04 $118,556.04 

收入扣除支出，盈餘（不敷） $65,795.88 $28,610.969 $28,610.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