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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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愛 建神家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
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章 34-35節》  
───────────────────────────────────────────────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鞍盛堂有限公司 

 水禮、轉會禮主日崇拜  
2022 年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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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水禮、轉會禮主日崇拜程序表  

日期：2022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0：30 

領受水禮肢體：陳福祥弟兄、司徒翰弟兄、吳婭琴姊妹、 

張小微姊妹、陳丹凝姊妹 

轉會肢體：張國杰弟兄、張婉文姊妹 

 

宣召 ································· 詩篇 118:24 ······· 主席：蕭方詠芝姊妹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詩歌敬拜 ································································· 李鄧天恩姊妹 

祈禱 ························································································· 主席 

讀經 ··························· 哥林多後書 1:1-11 ······························ 主席 

講道 ··································· 心繫教會 ························· 甘家勇牧師 

奉獻 ························································································ 眾坐 

水禮、轉會 

介紹轉會者/受浸者 ··················································· 秦鸞彩牧師 

認信及立志 ································································· 甘家勇牧師 

轉會禮 ········································································· 甘家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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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禮 ············································································· 甘家勇牧師 

唱詩 ························· 快樂日（生命 227） ···························· 眾坐 
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快樂日，快樂日，耶穌洗淨我眾罪孽。 

家事報告 ················································································· 主席 

頒發證書及致送禮物 ················································· 羅俊虹執事 

聖餐 ············································································· 甘家勇牧師 

讚美詩 ··························· （生命 5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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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主日學家長崇拜後請到以下地點接回子女： 

小學級：二樓課室  幼稚級：一樓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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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 

【讚美主】(版權：ACM  曲：金培達  詞：劉向榮等) 

歡欣歌聲讚頌響遍四方，歡呼聲充滿各方， 
赦罪救萬人困苦得釋放，全是那奇妙救恩。 
祂的恩光今天普照四方，叫世界黑暗變光， 
新的開始有美好的境況，奇妙愛今我頌讚。 
讚美主，愛是從來源源不間斷， 
歌唱到永遠不怕倦未曾停斷； 
讚美主，創造和諧完全的美善， 
萬物同和應，大地亦高唱， 
讚頌永不止息，願榮耀永屬救主，到萬世。 

【世界最美的聲音】[粵語](版權：同心圓  曲、詞：馬啟邦) 

世界最美聲音，是罪人回轉的感恩， 
金不換的回頭，見證神大愛的深厚。 
世界最美聲音，是罪人重生的感恩， 
今天我不回頭，世界在後，十架在前頭。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經過，危險網羅，飽受人間苦楚， 
此恩領我平安渡過，是你扶持我。 

詩班獻唱：【專心信主】 
(版權：浩聲讚祂詠團 曲：John Carter 原詞：Mary Kay Beall 粵詞：劉永生)  

專心信主，交託靠賴，路途遵照神意勇邁！ 
專心信主，得勝、無敗，面臨世途主親拖帶！ 
順服主，敬畏主至高，杜絕魔鬼邪道！ 
順服主，敬畏主至高，治癒人心，真瑰寶！ 
侍奉上主（侍奉、靜候），尊稱、拜俯（清心尊稱）， 
智慧充足、知識豐富。 
侍奉上主（侍奉、靜候），尊稱、拜俯， 
不必關心金、股、銀戶！ 
詠頌主！歌讚主！萬物萬象皆祂親創始， 
詠頌主！歌讚主！得恩、得尊，因祂聖旨！ 
專心信主（相信我主）！ 
專心信主（交託）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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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講題：心繫教會 講員：甘家勇牧師 

經文：哥林多後書 1：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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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
教會，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  

1:2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

的神。 
1: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

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1:5 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1:6 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

叫你們得安慰；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 
1:7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

同得安慰。 
1:8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細亞遭遇苦難，被壓太

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1:9 自己心裏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 
1:10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

來還要救我們。 
1:11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

所得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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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信 

我信上帝，全能天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

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

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
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

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父上帝因基督的名所差來的保惠師，
要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我信聖而公的基督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

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我信主耶穌基督的大使命，這是天國的福音，要

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 

 

立  志 

․ 我願一生跟隨耶穌基督，將個人生命的主權交給
祂，時刻尋求並順服祂的旨意，且讓聖靈在我生
命上自由塑造。 

․ 我願竭力追求認識聖經真理，並以此為待人處事
的最高原則，使信仰落實在個人生活上。 

․ 我願敞開自己，以愛與主內肢體相交，互助互勉，
建立屬靈團契；並盡力奉獻，無論金錢、才幹，
讓神使用，造就神家。 

․ 我願照顧家庭，孝敬父母，守法作良好公民，熱
心服侍人群，建立基督徒美好的品格。 

․ 我願以承擔耶穌基督的大使命為己任，努力搶救
靈魂，使人同享永生福樂。 

謹以上述志願作為我在 神和眾弟兄姊妹面前的立志，
並懇請各主內肢體代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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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是全民祈禱的殿 

祈禱教室 

(歌羅西書 1:3-6)  

3 我們感謝神-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常常為你們禱告， 

4 因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裹的信心，並向眾聖徒的愛心， 

5 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這盼望就是從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聽見的。 

6 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裹，也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果、增長，如同在你們中間， 

    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神恩惠日子一樣。 

 
( 一 ) 心存盼望的禱告 

感恩在疫情下教會仍能在暑假舉辦了三天兩夜的青少年暑期營！ 

願我們在凡事上都懂得仰望神，不受週圍的環境、當下的境遇影響我們對神信靠的心。 

 

（二） 為兒童及青少年禱告 

慈愛的天父今年的暑假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暑假，因只有兩個星期；非常的短促。願在這短促的暑假裡，

一群兒童和青少年仍能享受不用上課的時間，有休息及調適的時間。因為暑假之後便會迎接新的學年

開始。願天父保守他們的身體健康、心靈活潑，常常持守一顆渴慕真理並追求成長的心。 

為教會需要更多人委身於兒童、青少年的服侍禱告，願天父親自感動弟兄姊妹回應的心。 

 

（三）為教會禱告 

慈愛的天父，感謝祢讓教會在轉制的各項事情上都順利並得蒙保守。感謝祢帶領新的傳道同工來到教

會中一同事奉。願天父保守教會的長執、同工團隊，合一同心。願天父帶領教會在分享福音、栽培教

導、關懷鄰舍的各項事工上，都能見證天父的心意。 

為教會面對未知或已知的挑戰禱告。願天父賜每一位信徒有一顆謙卑順服的心，賜每一位信徒有一顆

勇敢忍耐的心；最要緊的是賜我們有一顆持守盼望的心。 

 

（四）為學校禱告 

慈愛的天父，感謝祢保守眾教職員在短促的暑假中，在剛完成一個學年；立刻要迎來新的學年的急促

腳步中，仍能有短暫的休歇。願這短暫的休歇也能好好休息並能從中得力。 

為新學年有新的老師、新的小一同學進入這校園禱告。願天父帶領同學和老師在學校的適應，並感受

到這校園內有天父的愛和關心。為新學年開始前有老師退修日。願天父藉這退修日，使老師得著力量

進入新的學年。 

記念教會和學校在福音事工上的配搭。不論是教職員、學生、家長，願天父在這校園內撒下福音的種

子，並能讓這福音種子結果開花。 

 

（五）為家庭禱告 

慈愛的天父，感謝祢不斷帶領不同的家庭進入教會。並讓教會可以服侍這些家庭。 

 

為已經及即將離開香港的家庭禱告。為他們在遠方的適應及離開摯親、熟悉的環境禱告。特別為他們

在遠方仍能找到教會，繼續得到牧養關心禱告。 

為留下來的家庭禱告。面對熟悉的肢體離開香港，心內有不捨也可能有不解。願天父保守去或留的家

庭；讓他們清楚明白天父的愛，不論我們在那裡都未曾離開。 

甚願我們無論在那裏，都能成為別人的祝福；並且因著環境的轉變，我們更珍惜家人，更用心用信仰

建立我們的家庭。好使我們的家庭能成為馨香的祭獻給天父。 

 

我們同心禱告仰望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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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盛堂讀經運動 2022 年冬季 
10 月份輔讀資料：哥林多後書 

【哥林多後書簡介】 
(1) 寫作背景 

保羅寫了前書給哥林多教會後，該地信徒的屬靈情況未見好轉，反有惡化的傾向，於是他親往
該處試圖解決教會中的間題，但結果不能達到前往的目的，甚至雙方鬧得很不愉快（見林後
2:1）。離開後，他在憂愁痛苦中（參 2:3；7:8）寫了一封嚴厲責備教會的信，由提多帶往哥
林多。其間，保羅心裡十分焦慮，盼望那封信能使教會回轉。終於提多帶回信徒悔改的喜信，
於是保羅為之釋然和歡喜（參 7 章），遂在馬其頓寫下本書（約為主後五十五至五十六年間），
解釋他改變行程的因由，勸勉教會接納悔改者，解釋自己事奉的身分和性質，並教導教會如何
收集捐款賑濟耶路撒冷信徒。 
(2) 主題特色 
本書較突出的主題有幾方面： 
 １.受苦的含意、 
 ２.捐獻應有的態度、 
 ３.作神僕的工作性質和權柄。 

比起保羅其他書信，較著重作者個人與信徒的關係，而少系統化的教導，內容較缺乏條理；但
保羅的性情、責任感、感受則表露無遺。 
書中 2:14-7:3 這一段，有學者認為與上下文的連貫性較弱，可能出自保羅另一封致哥林多教

會的信，但是，把此段看為保羅的離題發揮，更為合理可信。 
另外，10-13 章語調嚴厲 ， 與前面和藹語調不同，有學者認為這四章可能出自 2:3 和 7:8 所
提到的「憂傷之信」。 不過，於 1:13, 17; 5:12 起; 6:12 起等段，字裡行間都顯示教會中仍有
信徒對保羅不滿和懷有敵意，所以保羅結束本書前再提出嚴重的警告。也可能保羅擔心教會因
情況好轉而自高自滿，於是改變語調向教會提出警告。 
 (3)【在正典中的獨特地位】若說哥林多前書是信徒最常閱讀和傳講的書卷，哥林多後書便是
最為傳道者忽略的一卷書了。然而，這書卷卻十分重要。無疑，哥林多後書在翻譯上的困難和
帶諷刺的寫作風格，是被忽略的原因之一。英文聖經英王欽定本和新英王欽定本中大量的斜體
字，顯示譯者要附加許多用詞，才能在譯文中清晰地表達這卷充滿感情的書信。 
  要理解這書卷是困難的。書中許多經節最低限度可以說是含糊的。形成這現象有幾個原因：

（1）保羅用了許多諷刺的言詞，但有時我們卻不能肯定那些地方是出於諷刺手法。（2）若
要完全明白某些部分，我們需要進一步瞭解保羅準確的行程、他同伴的行程，和他所寫的書信。
（3）本書是封十分私人的信，所用的言詞常是心中的言語。上述幾點令本書變得不易理解。 
  但這些困難不應叫我們卻步。幸而，這些困難並沒有影響本書中的基本真理，只是細節上
較隱晦而已。 
  哥林多後書也是多人愛讀和愛引述的書信。細心研讀之後，你就會明白個中原因了。── 
《活石新約聖經注釋》 
來源：http://www.ccbiblestudy.org/New%20Testament/47%202Cor/47GT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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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1-7 章分段閱讀大綱】 

一、引言和解釋(1:1 - 2:11) 

1.問安(1:1 - 2) 

2.為患難中得安慰而感謝(1:3 - 11) 

3.解釋自己的行蹤(1:12 - 2:13) 

二、保羅事奉主的榜樣(2:14 - 7:16) 

1.到處顯揚基督的香氣(2:14 - 17) 

2.用神的靈使人成為基督的信(3:1 - 6) 

3.使人滿有基督的榮光(3:7 - 4:6) 

4.不是顧念所見的瓦器，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寶貝(4:7 - 5:17) 

5.接受和好道理的託付，盡和好的職分(5:18 - 7:16) 

來源：http://www.ccbiblestudy.org/New%20Testament/47%202Cor/47CT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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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份月詩 

【神我屬祢】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十月月詩【神我屬祢】如歌名一樣強調「我」是屬神的，歌詞裏

提到「完美是神，而我是人」。是的，我們是人，並不完美，但

靠著上帝，我們能得以完全。哥林多後書二章 14 節裏提到有著

神的帶領，我們在基督裏得勝，因基督就是我們得勝的原因；而

且我們在顯揚的是因認識並經歷基督而有的香氣，彰顯基督。當

我們願意放下自己，讓神帥領我們，就叫人在我們身上看得見神

的榮美。 

另外，詩歌亦提到基督為我們犧牲受死釘在十架上，這是我們新

生命的印記。林後三章 3 節提到永生神的靈在我們的心裏，讓我

們成了「基督的信」，表明基督的心意。我們因著相信基督而得

救贖，祂的靈住進了我們心裏，我們要獻上自己的生命，敞開自

己的心，讓神的靈作工，亦讓人透過我們看得見神的工作。 

還有，詩歌表達出懇切渴慕追求主的心。歌詞提及世上沒有一種

愛及得上基督的愛，又描述我們「時刻夢寐期待」基督的愛；我

們不願流浪漂泊，只願一生一世住在神的居所，永遠與神一起，

一生屬神。 

有主在我們生命中是何等寶貴的福氣，願我們一同倚靠基督，作

主的僕人，散發基督的香氣。 

 

主內 

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