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週六家庭崇拜

2021 年 11 月 13 日

家庭主日

2021 年 11 月 14 日

───────────────────────────────────────────────

靈裡互勉

共建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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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溫馨提示：






請準時安靜入座，關掉響鬧裝置，預備心靈誠實敬拜神。
請盡量使用較前及靠中間座位，更專注地親近主。
身體不適或長者，可不須隨眾站立。
若崇拜進行而正在祈禱，請在禮堂後方安靜，等候司事引領入座。
為尊重神及有美好的見證，敬請在整個崇拜完成後才離開。

週六家庭崇拜程序
日期：2021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詩歌敬拜 --------------------------------- 主席：甘家勇牧師
祈禱 --------------------------------------------------- 主席
講道 ---------------- 係愛呀，弟兄姊妹---------- 李婷婷傳道
哥林多前書 8:1-13
奉獻 --------------------------------------------------- 眾坐
報告 --------------------------------------------- 甘家勇牧師
彼此祝福 ---------------- 願您平安 -------------- 甘家勇牧師
願主看顧您，願平安歸於您，
願主保守您，一生直到萬代。
願主的福氣傾倒於您，我的主真的愛您！
～ 分組 ～

Awana 家長請留意分組後到各營導師指定地點接回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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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日崇拜程序
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上午十時半










宣召--------------------------------- 詩篇 118:1-4---------- 主席：區嚴潔麗姊妹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願以色列說：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願亞倫的家說：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願敬畏耶和華的說：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歌敬拜 ---------------------------------------------------------------- 區嚴潔麗姊妹
祈禱------------------------------------------------------------------------------------ 主席
讀經----------------------------- 哥林多前書8:1-13 ----------------------------- 主席
講道----------------------------- 係愛呀，弟兄姊妹 ------------------ 李婷婷傳道
回應詩歌 ---------------------------- 愛的恩賜 ----------------------------------- 眾坐
奉獻------------------------------------------------------------------------------------ 眾坐
孩童奉獻禮 ---------------------------------------------------------------- 甘家勇牧師
楊浩昇與楊陳潔嫦的女兒楊晨恩
家事報告 ------------------------------------------------------------------- 李婷婷傳道
彼此祝福 ---------------------------- 願您平安 ------------------------- 李婷婷傳道
願主看顧您，願平安歸於您，
願主保守您，一生直到萬代。
願主的福氣傾倒於您，我的主真的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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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家勇牧師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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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
【高唱入雲】（版權：共享詩歌協會 曲、詞：西伯）
同唱主恩深厚，哈利路亞！
崇拜完備的主，歌聲高唱入雲；
當這世界仍是冷漠，基督降世捨身，使我們從罪裡得生！
我願頌揚跪拜你，歌聲高唱入雲。
舉起手來頌讚你，歡呼主愛大能！
主啊，祢是我詩歌，主啊，祢是我盾牌，
主啊，祢是我今生不變主宰，感謝祢。
【幸福小生命】（版權：以琳之泉使團 曲、詞：伍偉基）
願我的家，快樂傳著笑聲、每日和諧共處、
喜愛問候關心、彼此欣賞對方、
互勉鼓勵支持，生活裡有著無盡溫暖。
愛源自家庭，培育愛的小生命。
效法主耶穌彼此相愛，就算家不富裕，
或會工作善忙，仍是個幸福的見証。
月詩：【愛的恩賜】(傳統蘇格蘭曲調 譯詞：蔡欣茹)
1. 如我已得恩賜辯才，傳播道理，喚發光采；
惟沒愛心，誇張失真，虛構諾言、無效應允。
2. 如我獻出畢生所有，模擬大愛，強裝慷慨；
名望倍增，虛假、貪心；得到舞台，仍沒有愛。
3. 來佔我心，駒策我靈，靈裏喚發，完備新心；
恒逸摯真，引導善行，得以自由，誠實見證。
【來到主前成一家】（粵譯：葉振邦）
來到主前成一家 多欣慰你在旁
憂與愁共分擔 實踐彼此相愛
願眾心互扣相牽 主心意作導航
風雨來共抵擋 迎着駭浪同邁往
不分彼此恆常互勉學效主心意
言語裡滿是和平願彰顯主愛心
真光中願融為一聖靈導引獻禱
臨在當中樂滿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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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講題：係愛呀，弟兄姊妹
經文：哥林多前書 8:1-13(和修版)

講員：李婷婷傳道

8:1 關於祭過偶像的食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使
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8:2 若有人自以為知道甚麼，他其實仍不知道他所應當知道的。
8:3 若有人愛神，他就是神所認識的人了。
8:4 關於吃祭過偶像的食物，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甚麼」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沒有別的」。
8:5 雖然在天上或地上有許多所謂的神明，就如他們中間有許多的
神明，許多的主，
8:6 但是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出於他，我們也歸於他
；並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而有，我們
也是藉著他而有。
8:7 可是，不是人人都有這知識。有人到現在因拜慣了偶像，仍以
為所吃的是祭過偶像的食物；既然他們的良心軟弱，也就污穢
了。
8:8 其實，食物不能使我們更接近神，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
無益。
8:9 可是，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這自由竟成了軟弱人的絆腳石。
8:10 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裏坐席，而這人的良心是軟
弱的，他豈不放膽去吃那祭過偶像的食物嗎？
8:11 因此，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了。
8:12 你們這樣得罪弟兄，傷了他們軟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
8:13 所以，食物若使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免得使我的
弟兄跌倒了。
神透過信息，提醒我需要改變的有：

我向神感謝的有：

我向神祈禱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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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是全民祈禱的殿
祈禱教室
我若能說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樣。
我若有先知講道的恩賜，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
並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給人，又捨己身被人焚燒，
卻沒有愛，對我仍然毫無益處。……
現在常存的有信、望、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哥林多前書 13 章 1-3，13 節)
從來沒有人見過 神，我們若彼此相愛， 神就住在我們裡面，
祂的愛也在我們裡面得到成全了。
（約翰壹書 4 章 12 節）
1. 在上帝的愛裡禱告
慈愛的父神，知道祢是深愛我們的主。感謝祢創造了我們，呼召了我們，也拯救了我
們，並且在耶穌基督裏保守了我們。祈求聖靈將那最大的愛澆灌在我們裏面，讓我們
透過禱告，更深去體會主的心意。又求聖靈賜下能力，把上帝的愛建立在信徒和教會
的身上，使我們的生命能不斷彰顯基督的品格和性情，讓世人分享基督的愛，使基督
得著完全的榮耀。
2. 為鞍盛家禱告
親愛的父神，感謝祢呼召我們在鞍盛家互為肢體，又給予我們屬靈的恩賜，彼此配搭，
叫我們藉着主耶穌基督十架的大能，能以合一的生命來見證祢。我們知道祢看重我們
的愛心，多於我們所關心的事務。因此，求祢的靈常在我們裡面，我們也常在祢裡面。
用祢的話語堅固我們，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和教會事奉中，常結出仁愛、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的屬靈果子。更求祢特別堅固傳道同工的身心靈，讓他們常能在安靜之中，
得享上帝祢愛的擁抱，有力量為祢作見證。
3. 為家庭祈禱
親愛的主，求祢使作父母的，常有敬畏祢的心，以禱告維繫家庭，以祢的律例典章教
導兒女。又求祢使作兒女的遵行祢的話語，在主裡聽從父母，作孝順的兒女，得着祢
應許的福氣。更求祢幫助在婚姻破裂邊緣的家庭，醫治他們的傷痛，拆毀隔膜的牆垣，
使他們能彼此饒恕，坦誠溝通，重建愛窩。
4. 為患病的肢體禱告
親愛的父神，我們為生病的肢體向祢祈求，求祢讓他們得着適切的藥物和治療，藉着
家人的愛護，友人的關懷，讓他們經歷祢的同在與平安，使他們信心堅固，在疾病中
也不致動搖。
5. 為我們所處的城市守望
滿有憐憫的主，求祢垂顧我們身處的香港！赦免我們傲慢自恃、貪圖虛榮的罪；醫治
我們因嫉妒紛爭、批評論斷帶來的傷害。求祢以正直的訓詞，使我們認識祢的公義。
更求祢引導我們以祢所賜的智慧和聰明，建設關愛與誠信的城巿，常存包容和憐恤，
使貧窮的人得飽足，困乏的人得幫助，勞苦的人得安息。
我們誠心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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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盛堂讀經運動2021年冬季
11月份輔讀資料：《哥林多前書》10-16章

【基督徒的生活和信仰】
➢ 哥林多前書對於信徒如何與世俗分別，設立教會應依循怎樣的秩序或規則，例如處
罰信徒，與外人交往，聚會的秩序，男女之關係等等，都有極重要的指示。雖然現
在教會所處的時代與當時之情形不同，但其中的原則，萬古常新。並且都是十分實
用的教訓，信徒若要明白有關教會的真理，必須細心研讀本書。
➢ 本書雖然不是專講救恩的書(如羅馬書、加拉太書) ，但本書所提到的，都有它獨特
的神學價值，是救贖要道中不可缺少的，如：在第十五章詳細講論復活之道，許多
有關基督復活的重要真理，是別的書信沒有提及的。在十 4，指明以色列人在曠野
所喝從磐石流出的活水說：“那磐石就是基督”，換言之，基督在未降生之前已經
與神同在。舊約在律法下的以色列人，雖然按儀文遵守律法，獻祭守節，其實他們
信心的真正對象不是那些儀式，乃是儀式所預表的基督。二 13 提及使徒們的講論
不是用人的智慧，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這些話清楚地說明聖靈是有位格
的，是跟神一樣全知的。雖然只是簡短的幾句，但在教義方面占很重要的地位。
➢ 本書對傳道人如何愛顧靈性軟弱而不順服的信徒，留下十分美好的榜樣。保羅對哥
林多教會，充份流露出一種父親的愛（林前四 15）。雖然哥林多教會令他極其失
望傷心，但他在責備之中仍帶著愛心。細讀本書，必能從保羅身上看出他對羊群的
關切，應付異端的智慧，對反抗自己的人，以無比的忍耐和靈巧的表白來挽回；對
與信仰無礙的事採取寬容的態度，對罪惡和與信仰有關的事卻認真而嚴厲；這些都
是現今傳道人牧養教會的好榜樣。
陳終道《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建議不要速讀，每天順次序閱讀下面的經文，把閱讀感想寫在一本筆記簿上

【哥林多前書 10-16章 分段閱讀大綱】
10: 1 - 13
10: 14 - 22
10:23-11:1
11: 2 - 16
11:17 - 22
11: 23 - 34
12: 1 - 11
12: 12 - 26
12: 27 - 31
13: 1 - 7
13: 8 - 13

試探
一心不能事二主
榜樣
平等不是一模一樣
不能相合的團契
主的晚餐
恩賜
身子的比喻
求那更大的恩賜
最妙的道
世界上最偉大的

14: 1 - 12
14: 13 - 25
14: 26 - 40
15: 1 - 11
15: 12 - 19
15: 20 - 28
15: 29 - 34
15: 35 - 50
15: 51 - 58
16: 1 - 11
16: 12 - 24

說方言與講道
在心志上要成熟
崇拜的規矩
主復活的事實
若基督沒有復活
復活的意義
復活的影響
復活又如何
竭力多作主工
金錢和時間
信心和愛心
資料來源：《新舊約輔讀》

ccbiblestudy.net/index-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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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2021 年 11 月份月詩：【愛的恩賜】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
的鈸一般。」若沒有愛作為根基，再多的恩賜也沒有益處。
〈愛的恩賜〉翻譯自英語詩歌"The Gift of Love"。作者 Hal H. Hopson 生於
上世紀三十年代，在美國不同教會的聖樂和教育事工服侍。1971 年他在一
首古老的蘇格蘭民歌旋律上填上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的內容。簡單的旋律讓
會眾更易讀易唱。也有人把詩歌改成三拍子來更輕鬆地頌唱。每節四句的
歌詞要小心不要分成八個分句。
使徒保羅知道哥林多教會面臨許多困難，《哥林多前書》正是他給此教會
的指導和勸勉。就他們中間發生的眾多問題：擁戴不同的屬靈領袖、包容
信徒的敗壞行為（例如包容同性戀者）、高唱個人自由主義、信徒中的離
婚率普遍增高、女權主義的思想侵入教會（例如幾乎廢除了蒙頭）、忽略
主的晚餐、盲目追求靈恩（例如追求說方言和神醫）、現代化信仰主義(例
如否認或歪曲聖經中的一些事蹟)等等，一一指導。
神讓聖靈居於我們心裡，賜給我們各人有各樣的恩賜。保羅卻提醒我們，
恩賜雖有很多種，仍是同一位聖靈所賜；我們雖參與各種各樣不同的工
作，仍是事奉同一位主，同一位上帝在我們中間運行。
所以恩賜雖多，卻是彼此依靠。神容許我們在這教會互為肢體，我們就要
彼此以愛心服侍，各人彼此相顧。
教會的功用在於恩賜（參林前十二章），教會的本質卻在於愛。讓我們在
愛中彼此建立，讓教會成為世上更明亮的燈台。
羅樂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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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2021 年 11 月份牧者分享
感恩同行
2021 年因著疫情漸緩，教會很多聚會可以回復實體，可以和肢體、家長面
對面的分享。實在感恩！
這段時間教會也有肢體，或肢體家人、朋友離世安息；回看這一年出席的
安息禮好像真的特別多。然而，感恩的是 – 不論是肢體或是肢體的家人、
朋友離世安息主懷之前或預備殯喪事情的時候，教會同工都有機會陪伴關
懷，讓教會在面對離世的家人、親友及肢體的傷痛者；有適切的慰問及幫
助。
不論是陪伴患重病的肢體，或是牧養關懷在婚姻關係中出現問題的夫婦；
及聆聽在親子關係上出現很多磨擦和情緒的父母。我都祈求主給我一顆愛
他們的心。因為愛才能共感，因為愛才能竭力同行。
然而，除了愛他們，我也學習將他們帶到神的裡面。因為在神裡面，人才
可以面對任何境況；明白自己不是孤單，徬徨。
感恩神讓我可以和肢體、肢體家人、家長同行！聖靈讓我藉著為他們禱告
的時候，見到神在他們生命裡的工作；見到生命因著神而改變。所以，每
一次和他們分享，為他們禱告都會被感動；因為就算在憂傷、患難、恐懼
中，見到神賜您們對衪的信心。並且您們成為神的美好見證，真的衷心將
榮耀歸於神。
願每一位牧者、傳道，學習保羅為腓立比教會信徒禱告：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總是歡歡
喜喜地祈求，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我深
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工作。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是
在捆鎖中，在辯明並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我以基督耶
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這是神可以為我作證的。(腓立比書 1:3-8)

主內
湘薇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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