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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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崇

當值執事

鄧偉芳 執事

接待

李國蕾、韋嘉其姊妹

總務

姚潤華、謝文熹弟兄、馮孟津姊妹

音響

宋君亮、姜啟龍弟兄

幼兒班/兒崇導師

董婷婷、陳金枝姊妹/鄭惠芯、謝惠好姊妹

本週生日肢體：蕭蔡惠萍、韋嘉其姊妹、曾立恆弟兄

下週當值事奉人員：
主席

郭錦富 傳道

講員

何麗娟 傳道

帶領敬拜

敬拜隊

當值執事

蕭慶華 執事

接待

宋佩琼、方勵行姊妹

總務

蕭慶華、吳浩彬弟兄、譚浩明姊妹

音響

馮天富、李鍵濠弟兄

幼兒班/兒崇導師

黃鳳儀、陳金枝/蔡惠萍姊妹

圖書管理員

黃鳳儀姊妹

證 道 大 綱
題目：神聖生命愛無限

日期：09. 02. 2014

經文：林前十三 1-13

講員：郭錦富 傳道

引言
一.永存不變的愛、永遠一樣的愛
有時限的婚約
無了期的真愛

二.真愛是超越自己的，進入完全的地步
不求自己的益處的愛
成熟生命乃將愛完全

三.在完全中完全了愛，在完全的愛中我們的愛也成熟完全
生命成長，愛也成長

總 結
愛不單是浪漫、主觀及以個人為出發的，這都是愛的初步、短暫、不能長久的。
愛不單在時間中驗證它的影響，愛也影響、作用到永遠。在神聖生命中帶著神聖的
愛，因為生命進入成熟，愛也長成變為成熟。

背上週金句：羅十二 2
不要效發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
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讀本週金句：林前十三 10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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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效法基督》

＊＊抵抗誘發
我們受誘惑時不可失望，當懇求上帝在一切患難中幫助，因為
「受試探的時候，要開一條出路，叫我們能忍受得住」。所以在
一切誘惑和患難裡，我們「當自卑，服在上帝的手下」。因為祂
必拯救、並提升心裡謙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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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人數

$
$
$
$
$
$

成崇 (上主日) 兒崇(上主日)

65 人
上週主日禱告會人數：13 人

10 人

0.00
22,374.50
11,555.00
200.00
300.00
34,429.50

【為萬人代求】
星期一 全球：為敘利亞內戰死亡人數超過十萬、並有數百萬難民在不同鄰近國家內的
生活禱告。由於內戰不斷，這些國家得不到充分的物資供應，使這些難民生活及
盼望都達危險程度，求主使歐美及中東富裕國家、國際救難機構能充份合作，使
這些人民得予解困，恢復正常國民的生活。
＊教會：為教會肢體能渴慕讀聖經，以神話語為生活為人最高準則禱告，好讓神
話語成為各人生命的力量及提醒，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成為在家人、朋友中耶
穌基督福音的見證人。
星期二 中國：為近日與日本關係日趨緊張，求主使日本領袖及國民不陷在無益的堅持
與以利益為主導的行為中，也求主使中國領袖有智慧化解日方的挑釁行為，避
免錯誤的判斷以致引發軍事衝突，使兩國願意以和平談判、互助方式解決分歧。
＊教會：為教會眾肢體能因遵行聖經教導，得以經歷上帝的真實、同在與祝福。
在充滿試探及危險的世代中，能保守自己不失腳，不從主恩惠的路上跌倒。
星期三

□香港：為香港及國內開始越趨嚴重的禽流感禱告，求主使兩地政府有良好的合

作，將人、禽之致病減低。也為在經濟及生命上有損失的人禱告，使他們在蒙受
損失的當時，也能得到適合的幫助。
☆初信慕道班：為慕道班成員能更多認識神及經歷神祈禱。
i)陳家輝：盼生活中對上帝更有信心，不因經濟壓力而煩惱。
ii)任燕雯：盼上帝賜予更多智慧，面對生活上各項事情的應對及決策。
中心：第二期班組活動將於 2 月 15 日開課，現正招生，求神預備。
星期四 肢體：為李兆康長老的身體禱告，覆診結果血液中癌指數仍有上升，請繼續祈
求上主恩惠的醫治臨到，除去一切癌細胞，使長老身體健康能恢復。
☆初信慕道班：
i)龔碧蓮及伍崇恩、伍子謙(兒子)：為一家有健康，及工作順利祈禱。
ii)張金水傳道：感謝主！感冒已漸康復，盼 16/2 渣打馬拉松比賽前仍有身體健
康及練跑的鬥志。
星期五 肢體：為陳耀松弟兄食道癌禱告，求主保守整個養病抗癌生活，好叫上帝的恩
典多多臨到。也求主加添家人照顧的力量，凡事都有上帝的恩典及幫助。
肢體：為周景弟兄治療癌症禱告，近日血指數不穩定，求主使繼續保守，使醫
生可以決定進一步治療。
中心：為小六學生將要進行自選明年升中學校禱告，求主使他們在老師及家長
協助下，能作出合宜的選擇，好作為日後升讀中學的決定。
星期六 肢體：為楊嘉寶姊妹母親中風入院，求主保守得到合適的復康治療，早日康復
出院。
肢體：記念何麗娟傳道的媽媽，最近身體不佳，有時會突然完全失去聽覺，可
能因為年紀（現年 85 歲）或感冒影響，求主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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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上帝賜我們生命氣息，明白自己生命價值與永生盼望，唯願眾人在聖靈更
新感動下，盡心、盡意、盡力愛主上帝，將一切化作感恩獻上，彼此相愛，
見證主恩，榮耀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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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外敬虔的敬拜
主」，請留意「參與崇拜須知」的提示。
3.奉獻封： 請各兄姊於填寫奉獻封時，務必以正楷、全名、可正確閱讀的中文字體來
填寫，以便清楚準確地預備奉獻收據及報稅記錄。
4.新春郊遊： 參與今午大美篤新春郊遊肢體，請午膳後於 1:30 回教會集合出發，請帶備
飲用水及戶外必須用品。
5.同工消息： 黃素芬姑娘於 15/2 前往 B 點探訪，敬請代禱。
6.堂委會： 下主日下午二時有堂委會議，請各堂委預留時間出席，共同商討教會聖工。
7.崇拜場地： 由本月開始，每逢主日大圍宣道會證恩堂亦租用張煌偉小學其他課室聚
會，請各肢體留意並佩戴名牌，以便識別。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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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敬拜隊

23/2---信仰成長班

9.褔音活動： 主日 2 月 23 日開年開心盆菜宴
地點：張煌偉小學地下有蓋操場
時間：下午十二時半至三時正
每位收費：成人$80.
小學/中學生或年滿 60 歲或以上長者：$60 元
截止報名日期：14-2-2014
鼓勵肢體邀請家人及朋友參加， 增進交誼和認識教會的機會。
10.洗禮班： 今年洗禮班將於 3 月開始，欲想參加的肢體需留意下列的要求：
1) 清楚得救及決志相信耶穌
2) 穩定參與崇拜聚會半年以上(達 8 成出席)
3) 完成初信栽培班
4) 穩定參與小組聚會
（如有個別特殊情況、可與傳道人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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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外更敬虔的敬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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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主動配帶名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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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著大原則為「整齊清潔、端莊合宜」，以不妨礙別人敬拜著想。衣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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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文：林前十三 1-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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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
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
3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
無有。
9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10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11 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
丟棄了。
12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