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崇拜
2020 年 9 月 13 日
───────────────────────────────────────────────

靈裡互勉

彼此建立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
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以弗所書 4 章 2 - 3 節》
───────────────────────────────────────────────

參與網上崇拜注意事項：
 有足夠休息
 預備心靈找一個安靜環境，與家人一起參與
 專心投入一小時的崇拜，有如置身信徒群體中
（不同時處理其他事情）
 預備聖經、筆和紙寫下領受
 隨時多方禱告
 網上直播崇拜版權屬本堂所有請勿下載或轉發

主日崇拜程序
日期：2020 年 9 月 13 日上午十時半










宣召 --------------------------------- 詩篇 150:1,6 ------------- 主席：吳湘薇傳道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神的聖所讚美祂！
在祂顯能力的穹蒼讚美祂！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詩歌敬拜 ------------------------------------------------------------------- 關健明弟兄
祈禱 ------------------------------------------------------------------------------------ 主席
讀經 -------------------------------- 路得記 2:4-13 -------------------------------- 主席
講道 --------------------------------- 順服蒙恩典 ----------------------- 陳永輝牧師
奉獻 ------------------------------------------------------------------------------------ 眾坐
家事報告 ----------------------------------------------------------------------------- 主席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全年教會事工及財政匯報 ------------- 司數(區嚴潔麗姊妹)
主席(陳永輝牧師)

讚美詩------------------------- 生命聖詩第 535 首 ---------------------------- 眾立
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讚美天父愛世慈仁，讚美耶穌代贖洪恩，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讚美三位合一真神。阿們！

牧禱及祝福 ---------------------------------------------------------------- 陳永輝牧師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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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
【頌讚全能上帝】（曲、詞：馮鑑邦、高思敏
版權：薪火敬拜使團有限公司）
清風輕吹天空掛著耀眼太陽，山嶺滄海屈膝俯拜大地發響；
遍地鳥語花香，蝶起舞舞影雙雙。看著細想，從內裡欣賞。
心中感恩不止息，全地和應頌揚，凡有氣息歡呼拍掌！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是祢恩手創造掌管一切。
漫天星宿是祢作為，不可猜測估計，神獨有智慧要彰顯萬世。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萬有諸天說述祢的恩惠。
地與深海同拍和，山嶺吶喊呼應，神大愛共永，地與天同共證。
【祂陪我走過】
（曲：Don Moen

【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詞：張建良）

（曲、詞：歌風蒙悅）

祂陪我走過變幻無定的風雨，
無限善美未能看透，回望漸見主美意。
祂慈愛牽引，每步伴在我路旁，
奇妙大愛治療破碎，神是我所依，
神是我拯救。
就在落漠絕望祂指引我去路。
在牢籠裡可作自由人，世態變化不息，
但聖經真實長存，
憑著信，內裡享平安。

我以喜樂的心來面對我的環境，
我以平安的心來應對我的處境，
因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讚美堅持到底。
我以盼望的心來面對我的失望，
我以積極的心來戰勝我的沮喪，
因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感恩稱謝到底。

講道筆記
講題：順服蒙恩典
經文：路得記 2:4-13
2:4
2:5
2:6
2:7
2:8
2:9
2:10
2:11
2:12
2:13

講員：陳永輝牧師

波阿斯正從伯利恆來，對收割的人說：「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他們回答說：
「願耶和華賜福與你！」
波阿斯問監管收割的僕人說：「那是誰家的女子？」
監管收割的僕人回答說：「是那摩押女子，跟隨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的。
她說：『請你容我跟著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麥穗。』她從早晨直到如今，除
了在屋子裏坐一會兒，常在這裏。」
波阿斯對路得說：「女兒啊，聽我說，不要往別人田裏拾取麥穗，也不要離開這
裏，要常與我使女們在一處。
我的僕人在那塊田收割，你就跟著他們去。我已經吩咐僕人不可欺負你；你若渴
了，就可以到器皿那裏喝僕人打來的水。」
路得就俯伏在地叩拜，對他說：「我既是外邦人，怎麼蒙你的恩，這樣顧恤我呢？」
波阿斯回答說：「自從你丈夫死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並你離開父母和本地，
到素不認識的民中，這些事人全都告訴我了。
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翅膀下，願你滿得
祂的賞賜。」
路得說：「我主啊，願在你眼前蒙恩。我雖然不及你的一個使女，你還用慈愛的
話安慰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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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本堂堂主任陳永輝牧師將於2021年1月達榮休年齡，經執
事會討論通過及陳牧師同意，將延任堂主任一職三年，繼
續服事教會、服事主。
2.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鞍盛堂有限公司已於2020年4月正式註
冊，現正向政府申請IR88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資格，等
待批覆。待確定後，將通告會友轉制安排及進度。
3. 本堂執事會早前已通過本年度水禮及轉會申請者名單:
水禮芳名：袁玉萍姊妹、梁樂知姊妹、鍾婉文姊妹
郭茵誼姊妹、吳筠虹姊妹、羅心悅姊妹
梁立熙弟兄、梁天慧姊妹、關浩呈弟兄
麥呈業弟兄、陳如君弟兄、杜謙弟兄
胡約盈姊妹
轉會芳名：麥嘉文弟兄、麥孫淑萍姊妹
翁振東弟兄、翁黃雅如姊妹
4. 本堂2020年度第一次「水禮及轉會禮」將於 9月20日(下主
日)崇拜直播中舉行。
水禮芳名：袁玉萍姊妹、鍾婉文姊妹、郭茵誼姊妹
轉會芳名：翁振東弟兄、翁黃雅如姊妹
請弟兄姊妹代禱記念並請預留時間透過網上直播一同參與
，同證主恩！
5.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及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
道會鞍盛堂將於 9 月 27 日 (主日) 下午 3 時假鞍盛堂(馬鞍
山頌安邨台山陳元喜小學禮堂內)舉行按立秦鸞彩傳道及甘
家勇傳道之按牧典禮。是次按牧典禮由鞍盛堂堂主任陳永
輝牧師考問心志，李海平牧師訓勉，按手團為冼日新牧師、
蔡明德牧師、李嘉明牧師、魯秉權牧師、盧達昌牧師、冼
潔玲牧師、蔡潔玲牧師，歡迎赴會，同頌主恩！
如因疫情未能舉行實體聚會，請往本教會網站收看直播。
~4~

6. 工業福音團契於9月27日舉行中秋節期探訪，歡迎弟兄姊妹
奉獻禮物包每個$35，請在奉獻封註明「工福中秋節期探訪
禮物包奉獻」，詳情請聯絡吳湘薇傳道。
7. 2020年第四季主日學將於10月4日至12月13日（共11課）
研讀路加福音，導師為李婷婷傳道，鼓勵弟兄姊妹參與。
新參加者報名方法：
i. 填寫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zpZ2bxrVubpFRzB79
ii. 在鞍盛堂WhatsApp廣播電話：5571 7720
提交「中文姓名」及註明「申請主日學報名」
如有查詢請致電教會：2633 5113
8. 8月17日至 8月31日獻金：
奉 獻
常費獻金
感恩獻金
差傳獻金

款項 ($)
106,750.00
3,250.00
1,500.00

奉 獻
福音發展儲備
對外獻金：豐盛堂
對外獻金：環球宣愛協會(AGS)
合共：

款項 ($)
1,000.00
1,000.00
600.00
114,100.00

環球宣愛協會消息
環球宣愛協會(AGS)代禱事項：
 協會的人事和國際同工籌員會將於9月12日（六）早上進行，請記念各籌
員能在聖靈帶領下商討各項議程。
 9月18日（五）晚為協會協辦的「守望猶太人祈禱會」並將透過網絡進行
，請記念過程順利，與會者同心守望。
 協會將於9月22日（二）晚舉行周年會員大會和執委會，請記念各執籌能
在聖靈帶領下商討各項議程。
 籌募柬埔寨珠山中學的興建費用，我門將舉行「同行為珠山」運動籌款
，請認念籌備和宣傳過程，讓建校的異象傳開。
有關環球宣愛協會的最新資訊及代禱事項，請參閱
環球宣愛協會網頁：https://www.alliancegs.org
或下載協會 Apps：Alliance Global Serve 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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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是全民祈禱的殿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
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
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
（提前 2:1-2）
保羅在提摩太前書提醒提摩太作為教會領袖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用禱
告來守護萬人和君王。「萬人」即是全世界的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即是
世界上掌權的人。他表達了一個普世性的祈禱：為「萬人」禱告目的是希望
萬人得救，明白真道；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禱告目的是希望我們可以敬
虔莊重地過安穩平靜的生活。
或者可以這樣引伸教會領袖的任務即是教會全體的任務；教會全體的任務即
是每個信徒任務，讓我們一起作祭司的職份為世界守望，以禱告作馨香的祭
獻給上帝。以下我們以認罪、讚美、感恩、代求作主題為全世界祈禱。
認罪的禱告
慈愛的上帝、憐憫之父，祢是聖潔的主。我們現在來到祢施恩座前，向祢祈
求。首先，求主赦免我們的過犯，有時我們心靈願意，肉體卻軟弱，隨從了
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犯了從世界而來的罪。不但明顯
的罪，甚至有時我們會迷失，未察覺心裡還有一些隱而未現的罪。求主耶穌
基督的寶血遮蓋我們，洗去我們心中的污穢，除去撒旦對我們的控訴，讓我
們手潔心清來到主面前，坦然無懼與祢親近，向祢傾訴，願主垂聽我們的感
謝和祈求，按祢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們的當中。
讚美的禱告
讚美我們在天上的父，祢有創造的大能，全宇宙都讚嘆祢創造的奇偉，萬物
都臣服在祢的腳下。同時，我們讚美你救贖的大愛，在創以先已為我們預備
救恩，差遣祢愛子耶穌基督在十架上成就救恩，將祢救贖的大愛具體地彰顯
出來。我們也要讚美祢的靈，祢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
之內，祢是無所不在的神，活在我們的心靈成為我們隨時的幫助。願一切的
榮耀頌讚都歸給天上的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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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禱告
耶和華以勒！感謝我們的天父，每天供應我們的需要，使我們不至缺乏。在
我們有需要的時候，祢的恩典和供應如春雨般適時地賜下。不但如此，在我
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祢早已預備救恩，藉耶穌基督十字架上的犧牲，讓我們
得到永生，在永恆的國度裡為我們預備地方。
耶和華沙龍！感謝主！祢就是和平之君，平安就是祢的名號，祢將真正的平
安帶給祢的百姓。當世人活在猜忌、敵對、仇恨、鬥爭時，祢賜下平安使人
和睦。耶穌基督的救恩是平安的福音，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使世人歸為
一體，我們也得以與神和好。感謝祢！
耶和華尼西！祢是我們的旌旗，祢是我們的元帥，在祢統管和帶領之下，使
我們過得勝生活。在我們人生裡充滿崎嶇困難的事情，魔鬼暗箭的攻擊，我
們非靠勢力，非靠才能，乃靠主的靈方能成事，感謝主！
為世界代求的禱告
現今的世代，因為人類的自私、驕傲、大意以致疫症肆虐、政治不穩，嚴重
打擊經濟和民生，人與人的社交關係受到限制，我們在這裡為整個世界守望
禱告。我們為在上統治者向祢祈求，我們深信一切世界上掌權的人都掌握在
主手裡。求主按祢心意將愛民的心和智慧賜給他們，制定適時的對策面對疫
情、重建經濟；又賜下他們和平的心使用和平方式解決政治不和，讓國與國、
民與民都和諧共存。也祈求主賜智慧給研究疫苗專業人員盡快研究疫苗抵抗
病毒，止息疫症。求主憐憫正在患病中、在困苦爭扎中的人，願他們早日康
復，在困境中得平安，艱難得以解決。讓整個社會齊心努力，放下自私的想
法，同心仰望賜人有永生盼望的主！
為教會使命代求的禱告
主啊！教會正處於這個大時代的巨輪中，求主堅立祢的教會，讓教會不忘祢
的使命，持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求祢讓教會不會因為現況而沮喪、失
落，反而看見這個時代的契機，正是為主發光的時候，讓我們成為明亮燈台，
發出基督香氣，將好消息傳給萬民。我們特別為普世的宣教事工向祢祈禱，
由於疫情關係、加上宗教衝突，普世的宣教事工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礙，相信
全世界的短宣、長宣計劃都受到延滯，求主堅立祢手所作的工。求主帶領各
宣教機構緊守崗位，靈活地使用各不同方式推展事工，設立禱告祭壇記念工
場需要。我們也立志以禱告守望宣教士，將他們的需要向天父祈求，求主保
護宣教士不受疫症感染，反被聖靈充滿，將上帝的愛帶給當地人民，轉危為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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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人員表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主
領

員
席
詩

陳永輝牧師
吳湘薇傳道
關健明弟兄

講
主

員
席

彭孝忠長老
羅俊虹弟兄

領

詩

關健明弟兄

本主日（9月13日）
牧禱祝福 陳永輝牧師
司 琴
康家寧姊妹
音 響
何建立弟兄、何子呈弟兄、梁樂知姊妹
下主日（9月20日）
牧禱祝福 陳永輝牧師
司 琴
羅慧詩姊妹
姜桂全弟兄、邱世明弟兄、何建立弟兄
音 響
何子呈弟兄、甘尚然弟兄

九月讀經運動
【士師記 17-21 章 / 路得記 1-4 章 分段閱讀大綱】
17:1 - 13
18:1 - 13
18:14-31
19:1 - 21
19:22-30
20:1 - 16
20:17-28
20:29-48
21:1 - 25

士師記 17-21 章
米迦的迷信
但支派探子與米迦
但族定居
利未人的家庭醜聞
基比亞人的醜聞
各支派與便雅憫開戰
罪惡的頑強
攻勝便雅憫
便雅憫劫後餘生

1:1-5
1:6 - 22
2:1 - 23
3:1 - 18
4:1 - 17
4:18-22

路得記 1-4 章
拿俄米舉家遷居逃荒
路得隨拿俄米返伯利恒
波阿斯慷慨照料孤寡
拿俄米安排兒媳婚事
波阿斯娶路得為妻生子
尾聲：大衛的家譜

資料來源：《新舊約輔讀》
《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路得記註解》
《啟導本聖經路得記註釋》
ccbiblestudy.net/index-T.htm

教會主日聚會惡劣天氣指引：
如天文台在崇拜前兩小時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是黑雨信號，為會眾/事
奉人員安全起見，當日教會活動不會在現場舉行，將另有安排及在教會
WhatsApp 廣播通知弟兄姊妹，也請留意本堂網頁特別通告。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關顧長老：彭孝忠長老
教牧同工：陳永輝牧師、甘家勇傳道
李婷婷傳道、秦鸞彩傳道
吳湘薇傳道
行政幹事：趙秀群姊妹

電話：2633 5113 傳真：2633 5443
Whatsapp 廣播訊息：5571 7720
電郵：info@onshingchurch.org.hk
網站：https://www.onshingchurch.org.hk
堂址：馬鞍山頌安邨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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