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80 期
日期：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日
教會年題：「同心建立教會，合力廣傳福音」
聖餐主日 崇拜程序
 宣召及敬拜
 歡
迎
 證
道

題目：馬利亞成為教會的楷模
經文：路一 46-55

大 專 組
主
席
郭錦富 傳道

 回應及收奉獻
 聖餐/報告
 頌使徒信經
本週當值事奉人員：
主席

何麗娟 傳道

講員

郭錦富 傳道

帶領敬拜

大 專 組

當值執事

呂培賺 執事

接待

曾明慧、黃玉珠、余文娟姊妹

總務

謝文熹、姚潤華、呂培賺弟兄

音響

宋君亮、韋嘉濠弟兄

代禱者

第 一 組

幼兒/兒崇導師

黃鳳儀、陳金枝姊妹/林燕玉、陳淑賢姊妹

圖書管理員

宋佩琼姊妹

本主日聖餐襄禮：羅朝棟、許家賢、鄧偉芳執事、同工黃素芬及阮群姑娘
本週鮮花奉獻肢體：王洪源弟兄、黃鳳儀姊妹
本週生日肢體：余劉佩賢、羅沛然、黃詠恩、余袁靜雯姊妹
下週主日當值事奉人員：
主席

郭錦富 傳道

講員

張金水 傳道

帶領敬拜

敬 拜 隊

當值執事

羅朝棟 執事

接待

劉嘉倩、林麗珍、邱嘉敏姊妹

總務

羅朝棟、曾立恆弟兄、譚浩明姊妹

音響

姜啟龍、李鍵濠弟兄

代禱者

第 四 組

幼兒/兒崇導師

黃鳳儀、鄭金枝姊妹/鄭惠芯、陳詩敏姊妹

證 道 大 綱
題目：馬利亞成為教會的楷模

日期：03. 11. 2013

經文：路一 46-55

講員：郭錦富 傳道

引言：
不單是耶穌基督肉身的母親。
內容：
1.「尊主為大」、「以神為樂」乃是只在乎上帝心意，不在乎自己得與失的心志

2.從哈拿禱告預備撒母耳來到，到馬利亞的讚揚，上帝的國藉救主的來臨和顯現

￫哈拿、馬利亞相似的處境與影響
￫卑微的成為當代及後代的祝福

3.從圓滿以色列人的期盼，到「約」的成就

￫還有明天的盼望
￫破除罪權勢的「新約」

4.從撒迦利亞聖所奇遇，到馬利亞承載神榮耀的圓滿

總結：
馬利亞成為教會歷代的楷模，使我們學效心裡凡事尊主為大，以神為樂。身處
困逼的世代，我們的服事，破除罪的權勢，為明天帶來盼望，正是神榮耀充滿的奇
事。

背上週金句：可十四 6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讀本週金句：路一 46-47
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靈修小品

摘自《效法基督》

＊＊甘心順命
你不可多靠自己的意見，當樂意多聽別人的意見。
設若你的意見是好，而你仍然為了上帝的緣故把它
放下，隨從別人，那對你大大有益。
上週青崇收奉獻﹕
上主日收本堂奉獻﹕
上主日本堂收發展基金：
上主日本堂收宣教基金：
上主日本堂收愛關基金：
總收奉獻﹕

$
$
$
$
$
$

139.00
10,470.00
1,000.00
0.00
0.00
11,609.00

十月份青崇收奉獻：
十月份主日收本堂奉獻﹕
十月份本堂收發展基金：
十月份本堂收宣教基金：
十月份本堂收愛關基金：
十月份主日總收奉獻：

$
$
$
$
$
$

522.50
62,609.20
14,400.00
200.00
5,700.00
83,431.70

崇拜人數

成崇 (上主日) 兒崇(上主日) 幼兒班(上主日) 青崇(上週六)

75 人

14 人

上週主日祈禱會出席人數：13 人

9人

28 人

【為萬人代求】
星期一 全球：有超過 25 億人仍未有合衛生的用水及設施禱告，因為這些基本問題，卻
為婦女及兒童的安全和健康構成極大威脅。祈求世衛及各國政府能加強合作，改
善食用水及衞生狀況。
＊教會：能建立堅固的禱告與關顧團隊禱告，使更多有需要的兄姐、朋友能得到
更多、更合宜的關顧及代求。而且求神賜下屬靈的眼光，藉禱告及行動，堵塞一
切破口漏洞。
音響組：感謝主他們過去忠心的服事，願主在未來的服事中仍使他們持守，有
美好的配搭，受愛心的服事。
星期二 中國：將舉行的十八大會議禱告，求主賜各領袖有智慧、力量去討論國家的事
務及政治方向，好讓國家領導在穩健下發展，對全中國帶來積極良好的影響，使
國家走往公義健康的管治。
中心：十一月是各校的測驗週，求主賜各學生和導師有健康和足夠能力去面對。
音響組譚達成：為有健康身體祈禱，因有感冒仍未清。
。
音響組王富德：工作好忙，比較疲累，盼可多點休息，重新得力。
星期三 □香港：政府各級官員禱告，求主使他們有愛心看待市民，細心聆聽他們的需要，
並耐心地帶領回應。也求主使各議員能夠本著選民意願和良心去議政。使香港各
也求主使各國政府處理這些政治、人道難民時，能有更多資源及智慧去處理。
個層面的需要都能得到最好的管理，政府及市民能走在和諧的關係中。
佈道會：記念講員(蔡元雲醫生)身心靈健壯，宣講主的說話，祝福所有與會者。
音響組姜啟龍：為腳部傷患，正在物理治療中，希望能早日康復。
音響組李鍵濠：工作繁重，求主給予平安及力量。
星期四 求主加添籌委(曾明慧、劉嘉倩)力量，有智慧安排一切佈道會事宜。
為李兆康長老的身體禱告，上星期覆診，癌症指數升至 28，求主施憐憫使他身
體抗癌機能提升，有充分時間休息及良好的飲食控制。
音響組呂浩然：為未來工作方向及求主引領屬靈生命成長。
音響組韋嘉濠：希望能有足夠的休息與精神，可以專注學業。
星期五 為佈道會前一切福音預工禱告，求主使用這些機會，建立朋友與眾兄姐的關係，
求主預備他們的心，好能在佈道會中接受福音。為眾兄姐禱告，求主加添各人傳
福音作見證的心，更藉這次佈道會，成為一次見證收割，使人得救的機會。
為周景弟兄治療癌症禱告，近日恢復較低劑量標靶藥治療，血液指數常有起伏。
求主繼續保守身體健康，信心堅固，餘下治療過程順利。
音響組馮天富：記念工作忙碌，無時間休息。
星期六 為陳耀松弟兄食道癌禱告，檢查後癌細胞沒有擴散，但需以胃喉進食。求主保
守進一步治療，也求主看顧他的全家，能有力量、恩典去照顧。
為麗娟傳道耳水不平衡引起身體的不適禱告，求主加力量與恩典，使她頭暈發
作時都有上帝的保守，在忙碌服事中仍有力量與憐憫。
音響組陳曉麟：最近好忙，希望神給我有足夠的休息。
音響組宋君亮：感恩經過暑期後，教會新明樓的影像系統到現在，已穩定運作。
星期日

請早點起床，參加教會祈禱會，早上 9:30 在教會 5 號課室
記念負責崇拜的全體工作人員，願主祝福他們的服侍。

【家事分享】
1.感恩： 感謝上帝恩典，常藉祂話語來提醒安慰我們，願藉餅與杯記念耶穌基督的救贖，
不斷於生活中鼓勵我們見證祂、榮耀祂的名。
2.參與崇拜須知： 參與主日崇拜，敬拜上帝是聖徒的福份，鼓勵大家敬虔的敬拜主，請留
意「參與崇拜須知」的提示。
3.同工消息： 李兆康長老今日前往香港萬善堂證道及參與堂慶，願主加添恩典和力量。
4.堂委組長交流日： 今日下午 2:00-4:30 在教會舉行堂委組長交流會。請各堂委、各區導師、
組長到時出席。
5.安息禮拜： 梁康榮弟兄(鄧穎詩姊妹的家人) 的安息禮拜定於今晚晚上 6 時半於大圍寶福
記念館 4 樓妙靈堂舉行，求主安慰家人。
6.院舍探訪： 下週 11 月 10 日下午探訪沙田第一城劍橋護老院，歡迎參與的肢體於下午 1:15
分回到教會集合，然後一齊出發。
7.祈禱會： 星期日全教會祈禱會是為教會事工、肢體需要，藉禱告一同經歷上帝的大能，
鼓勵各兄姊一同參與代禱，站在時代的破口上，讓教會及個人成為福音見證。
不同組別祈禱編排： 10/11---恩明組
17/11---利百加小組
8.家聚區： 姊妹組將於下主日 10/11 下午 1:30 於教會課室 1 聚會。
9.外間聚會：

由香港讀經會主辦：「每月讀經專題講座」
講員：林振偉牧師(聖公會施洗聖約翰堂主理牧師)
日期：11 月 8 日(五)
時間：晚上 7:30～9:15
主 題：善撒瑪利亞人—《路加福音》研讀
地 點：真理浸信會真理堂(沙田沙角街 7-11 號翠華花園 2 樓；馬鐵沙田圍站 C 出口)
費 用：$20(即場繳費，《每日讀經釋義》讀者(包括電子版)憑書內贈券免費入座)

10.教會旅行： 日期：12 月 8 日(星期日)

地點：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主日崇拜時間提前上午 9:30 開始--------崇拜後出發-------下午 4:30 回程
＊＊收費包括旅遊車接送及午膳費用
成人：每位$85 元
名額：88 人

中/小學生或 60 歲以上長者：每位 $40 元
0-6 歲幼兒免費
截止報名日期：17-11-2013 (歡迎盡早向組長或同工報名)

誠邀各位兄姐預留時間參加，並鼓勵肢體邀請親朋好友同行，
大家同心禱告，盼藉此機會讓更多人認識神。
11.佈道會: 沙迦 2013 佈道會
日期：主日 12 月 15 日/上午十時半
講員：蔡元雲醫生(突破機構榮譽總幹事)
主題：幸福家庭由「...」起
鼓勵兄姐關心未信主親人朋友，藉著禱告祈求，能邀請他們參加。

參與崇拜須知（沙田迦南堂）
目標：崇拜的目標是要朝向神，讓我們敬虔的敬拜主。

1. 聚會前5分鐘，請會眾安靜，預備心靈，為人為己代禱，預備朝見主。
2. 請準時出席崇拜聚會，並建議會眾提早十分鐘到達。
3. 請主動配帶名牌，藉以加強彼此認識及互相關顧。
4. 進入禮堂後，請關掉手提電話，或轉至不發聲功能。
5. 以誠以靈、同心敬拜讚美神，留心聽道，順服回應及實踐神的話語。
6. 崇拜期間，請勿飲食，亦不宜咀嚼香口膠、拍攝、錄影、錄音、或作出滋擾

行為(例如交談、通電話等等)。
7. 散會後請與弟兄姊妹問安，把周刊帶返家中，為教會禱告守望。
8. 衣著宜整齊清潔、端莊得體，避免暴露不雅，要榮耀神的名。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林前 10: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