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 

認耶穌為基督 

詩篇 詩篇一百三十八篇 

舊約 賽五十一 1-6 

新約 羅十一 33—十二 8 

福音 太十六 13-20 

1. 疫情期間本會崇拜聚會安排。成年崇拜以錄播方

式進行，請於主日按早、午堂時段，進入教會網
頁「講道重溫」內之連結參與（本主日崇拜錄影
將於下午六時下架）；少年崇拜於主日上午
10:30網上直播，請登入「面書」(FACEBOOK) 
That’s Why We Sing專頁參與，同心敬拜。 

2. 本主日承蒙香港讀經會總幹事黃偉強先生蒞臨成
年崇拜證道；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同工林旭東先
生蒞臨少年崇拜宣講信息，謹致謝悃。 

3. 2020年年會於今日下午2:00在副堂舉行，請會友

準時出席，商討神家美事。 議程已張貼在本會副
堂及辦公室，敬請留意。 

4. 教會特別公告出版。會友可於本會網頁下載閱覽

教會會務。 

5. 2020年第三期 （9-12月）主日學課程已編妥，課

程詳情及報名請參閱附件。請於今日內透過掃描
QR Code報名。 

6. 本會基督少年軍 360 分隊招募隊員（幼級組），今

年升讀小一及小二學生均可報名參加，今日截止。
詳情請參閱報名表。 

7. 九月份主餐安排 已接受水禮會眾可於 29/8（六）

及 5/9（六）下午 5:00-7:00 到本會副堂領取「主餐
套裝」一份。於主餐崇拜當天恪守主餐， 記念恩
主。（未能領取者可聯絡辦公室作安排） 

8. 原定 8 月 30 日舉行的浸禮崇拜延期舉行，日期另

行通告，敬請留意及代禱。 

9. 同工行蹤 感謝主，吳玉玲(Sarah)姑娘應聘出任

本會傳道，牧養主羊，九月一日正式上任。有關
吳姑娘見證分享及事奉履歷，已張貼在本會副堂
及辦公室。 

聖靈降臨後第十二主日 

守望教會 
1. 為新同工吳玉玲姑娘感恩。 求主賜能加力，聖靈充滿，

作主忠心無愧的僕人； 
2. 為同工執事團隊，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主將得救的人天

天加給教會； 
3. 為教會眾肢體， 保守在基督裡，信心充足，常存在天上

的盼望並顯出對神對人的愛心，求主成全。 

守望肢體 
1. 為本年加入教會的新會友感恩，信心靈性，天天增長。 

（弟兄：黃建意、蘇振宇、毛韋淇、李宇軒、歐陽傑偉、
馬德海、翁偉雄、陳德根、黃子鋒、朱志堅、蕭健祈； 
姊妹：葉麗瓊、楊文嬌、李玉霞、姚舜華、麥恩霖、 
伍麗貞、彭欣麗） 

2. 接受治療及康復中肢體/親友：袁焯英、趙振強牧師、 
盧麗貞、卓順蓮、梁銘祐、何麗卿、蘇耀威、仇麗嫦、 
羅偉釗、葉振球、葉詠泉、尤明珠、周肖娟、陳婷婷。 

3. 眷 顧 長 者 ： 張 鳳 群、吳 關 仙、區 妙 娟、伍 錦 芳、 
鄧美嬋、梁玉娟、曾玉愛、古金鳳、何栢榮、羅瑛琳、 
鍾雅麟、江小玲。 

守望社會 
1. 顧念備受疫情影響生活及工作的巿民； 

保守醫護及清潔工友，厚賜平安； 
2. 為世界各地發生的疫情、災困及動盪求告 

主名；信徒儆醒，行善不灰心，凡事謝恩。 

麗城浸信會                   主日崇拜              2020 年 8 月 23 日 

讚美三一神的臨在  

序 樂 ．．．．虔 守 主 日．．．． 默 禱 

宣 召 ．．（詩一百三十八 2）．． 主 席 

 

「我要向祢的聖殿下拜， 
為祢的慈愛和誠實稱讚祢的名；
因祢使祢的話顯為大， 
過於祢所應許的。」 

禱 告 ．．．．．．．．．．．．． 主 席 

讚 頌 ．．《59 榮耀歸於真神》．． 同 頌 

《表彰我主大能》《241 愛的禮物》 

領受神的聖言及恩典  

讀 經 ．．．．（尼八 1-18）．．．． 主 席 

證 道 
    

．．．〝信徒復興三部曲〞．．． 
（尼八 1-18） 

黃 偉 強 先 生 

回 應 ．．．《432 求主教導我》．．． 同 頌 

見證及榮耀神的名   

歡 迎 / 報 告 ．．．．．．．．．．．．． 主 席 

感恩代禱．．．．． ．．．．．．．． 主 席 

讚美詩 /祝福 /阿們頌．．．．．．．．． 同 頌 

彼此祝福．與主同行  

主日 

成年崇拜 

早堂 上午 9:00  
午堂 上午 11:45 

少年崇拜 上午 9:00 

中學生 (副堂 231 室) 

幼兒崇拜 上午 11:45 

幼兒 K.1-K.3 (G05 室) 

兒童崇拜 上午 11:45 

初小 P.1-P.3 (G08 室) 

高小 P.4-P.6 (雨天操場) 

主日學 上午 10:30 

主任牧師    鄺健存 

牧師   趙振強  

傳道   朱維亮    

           容志賢(部份時間) 

主任助理   周惠玲 

幹事    李惠妍 

助理幹事   張慶瑤 

神學生 鄺景星 

主席      鄺健存牧師 

證道      黃偉強先生 

領詩      何麗芬 

司琴      張嘉嘉 

獻花  

梁詩敏             林澤安夫婦 

黃珠順夫婦     袁焯英家庭 

偉強、潔卿家庭 

 

 
 
 
 
 
 

30/8 主日崇拜司職 
 

證道      楊澤鵬先生 

主席      朱維亮先生 

領詩      敬拜小組 

 

同 心 事 奉 

主日學 

基督少年軍 



   禮堂  荃灣麗城花園麗順路 浸聯會小學禮堂        辦事處  荃灣海盛路 3 號 TML 廣場 11 樓 D1 室    電話  2414 4848        

   副堂  荃灣麗城花園第二期商場 231 室               傳真  2411 3666       電郵  info@lsbc.org.hk        網址 www.lsbc.org.hk 

「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 …」（來十 25） 

       聚會 時間 形式 / 地點 

是日 

(23/8)   
主日崇拜 

早堂：上午九時 
午堂：上午十一時 45 分 

錄播（於教會網頁〝講道重溫〞收看） 
www.lsbc.org.hk 

少年崇拜 上午十時 30 分 
網上（FACEBOOK 直播） 
（That’s Why We Sing 專頁） 

約瑟團（初中） 
主日學：上午九時 30 分至十時 30 分 
團契：上午十一時 45 分至十二時 30 分 

ZOOM 網上聚會 

主 
日 
學 

初信成長班 

上午十時 30 分至十一時 30 分  
ZOOM 網上教學   

新生命新生活 

啟示錄 

舊約導論（二） 上午十一時 20 分至十二時 30 分 

撒母耳團（高中至大專） 上午十一時 45 分至十二時 30 分 ZOOM 網上聚會 

兒 
童 
崇 
拜 

初小組（P.1-P.3） 
上午十一時 45 分至十二時 45 分   

ZOOM 網上直播   高小組（P.4-P.6） 

幼級組（K.1-K.3） 上午十二時至十二時 45 分 

年會 下午二時 副堂 

周三 
(26/8)  

路得團契（婦女） 上午九時 30 分至十時 30 分 ZOOM 網上聚會 

教會祈禱會 晚上八時 
ZOOM 網上聚會 
ZOOM ID：241 448 4801 
密碼：24113666 

周四 
(27/8) 樂齡小組 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 ZOOM 網上聚會 

周五 
(28/8) 家長小組 晚上九時 30 分至十時 30 分 ZOOM 網上聚會 

周六 
(29/8) 

 

成年崇拜錄影 下午二時至四時 聯小禮堂 

敬拜小組練習 下午四時至六時 副堂 

彼得團（職青） 晚上八時 30 分至十時 ZOOM 網上聚會 

          奉  獻  (每月目標: $660,000) 

堂 費 $   71,200.00 

儲備奉獻   

感 恩 $    2,000.00 

鮮 花 $      150.00 

合 計 $  73,350.00 

 $  187,579.00 購 堂 $     300.00 

教會聚會暫停期間奉獻安排 

1) 通過「網上銀行」或「手機銀行」，使用銀行
《轉數快》服務，輸入下述奉獻專戶銀行號碼，
把奉獻直接存入「麗城浸信會 Lai Shing Baptist 
Church」帳戶。 

2) 開立以「麗城浸信會」為抬頭的支票，存入教會
的銀行帳戶或寄回本會辦公室。 

3) 通過銀行自動櫃員機（ATM）系統，將奉獻存
入教會帳戶。 

4) 請把入數紙或收據，以《電郵》或《WhatsApp》
傳送給教會， 並註明奉獻人姓名，聯絡電話號碼，
金額和奉獻種類（註：堂費、感恩、慈惠、購堂、
宣教、神學教育、獻花［註明認獻日期］）。 

5) 奉獻專戶銀行號碼：匯豐銀行  032-894263-838 
電郵郵箱： info@lsbc.org.hk 
WhatsApp ： 6387 3002 

6) 請勿郵寄現金。（請保留收據） 

聚會預告 

http://www.lsbc.org


讚美歌辭˙˙˙  

榮耀歸於真神（世紀 59） 

1.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為愛世人甚至賜下獨生子； 
獻上祂生命為人贖罪受害，永生門已大開，人人可進來。 

2.救主流寶血，何等全備救恩；真神應許賜給凡信祂的人； 
罪人中之罪魁若真心相信，一信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 

3.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藉聖子耶穌我們得大歡喜； 
至聖至尊榮我主耶穌基督，將來得見主面，何等大恩福。 

副歌：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聽主聲音！ 
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高興！ 
請來，藉主耶穌進入父家中；榮耀歸主，祂已成就大事工。 

表彰我主大能（生命 15） 

1.我靈，我心，宣揚我主為大，恩澤無限，使我心靈歌唱； 
主言可靠，充滿寶貴應許；我靈，我心，因救主得歡暢。 

2.我靈，我心，宣揚主名為大，宣揚祂大能膀臂成善功； 
自始至終，祂恩德永確實；主，大能聖者，堪當受敬崇。 

3.我靈，我心，宣揚我主大能，世上掌權者都向主下拜； 
祂面光中，強傲者必奔逃，謙虛者得升高，飢渴得飽。 

4.我靈，我心，宣揚榮耀聖道，應許穩固堅定，恩惠至豐； 
我靈，我心，永遠宣揚我主，述說祂大能大德永無窮。 

愛的禮物（世紀 241） 

1.我若能說萬人方言，我又會唱天使之歌， 
在我內心卻沒有愛，話語、歌聲都屬虛空。 

2.傾我所有賙濟貧窮，焚燒己身，在所不惜， 
在我內心卻沒有愛，雖捨己身與我無益。 

3.懇求聖靈降臨我心，感化訓誨，使我完全， 
心中有愛導我言行，得真自由讚美敬拜。 

求主教導我（世紀 432） 

1.主，求祢教導我，寶貴聖潔真理； 
  教我能明白祢話語，作我幫助引領。 
  主，賜我祢智慧，光照崎嶇前路，使我得知祢愛無限， 
  求主祢教導我，求主祢教導我。 

2.主，求祢訓練我，知識才能長進； 
  容我每天與祢同行，直到完美之境。 
  盡心盡意服侍，使我不至羞愧，或在家裡或在遠方， 
  努力宣揚主名，努力宣揚主名。 

3.主，求祢使用我，散發無限光芒； 
  無論貧富，不分貴賤，各族、各國、各方。 
  願祢聖火焚燒，烈焰永不止息，千萬靈魂脫離黑暗， 
  俯伏來敬拜祢，俯伏來敬拜祢。 



讀經、證道經文（尼八 1-18） 

1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裏。那時，
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前的寬闊處，請文
士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西傳給以色列人的律
法書帶來。 

2 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將律法書帶到聽了
能明白的男女會眾面前。 

3 在水門前的寬闊處，從清早到晌午，在眾男
女、一切聽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讀這律法書。眾
民側耳而聽。 

4 文士以斯拉站在為這事特備的木臺上。 
瑪他提雅、示瑪、亞奈雅、烏利亞、希勒家，
和瑪西雅站在他的右邊；毗大雅、米沙利、 
瑪基雅、哈順、哈拔大拿、撒迦利亞，和 
米書蘭站在他的左邊。 

5 以斯拉站在眾民以上，在眾民眼前展開這書。
他一展開，眾民就都站起來。 

6 以斯拉稱頌耶和華至大的神；眾民都舉手應
聲說：「阿們！阿們！」就低頭，面伏於地，
敬拜耶和華。 

7 耶書亞、巴尼、示利比、雅憫、亞谷、沙比太、
荷第雅、瑪西雅、基利他、亞撒利雅、約撒拔、
哈難、毗萊雅，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
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8 他們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書，講明意思，使
百姓明白所念的。 

9 省長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並教訓
百姓的利未人，對眾民說：「今日是耶和華你

們神的聖日，不要悲哀哭泣。」這是因為眾民
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哭了； 

10 又對他們說：「你們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
有不能預備的就分給他，因為今日是我們主
的聖日。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
樂是你們的力量。」 

11 於是利未人使眾民靜默，說：「今日是聖日；
不要作聲，也不要憂愁。」 

12 眾民都去吃喝，也分給人，大大快樂，因為他
們明白所教訓他們的話。 

13 次日，眾民的族長、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
文士以斯拉那裏，要留心聽律法上的話。 

14 他們見律法上寫着，耶和華藉摩西吩咐以色
列人，要在七月節住棚， 

15 並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傳報告說：「你們
當上山，將橄欖樹、野橄欖樹、番石榴樹、棕
樹，和各樣茂密樹的枝子取來，照着所寫的搭
棚。」 

16 於是百姓出去，取了樹枝來，各人在自己的房
頂上，或院內，或神殿的院內，或水門的寬闊
處，或以法蓮門的寬闊處搭棚。 

17 從擄到之地歸回的全會眾就搭棚，住在棚裏。
從嫩的兒子約書亞的時候直到這日，以色列
人沒有這樣行。於是眾人大大喜樂。 

18 從頭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
法書。眾人守節七日，第八日照例有嚴肅會。 

講題：信徒復興三部曲                                         講員：黃偉強先生 

經文：尼希米記八 1-18 

大綱： 

1. 主動追求真理 

 

 

2. 與神真誠交流 

 

 

3. 實踐聖經教導 

 

 

證道筆記 



                                      麗城浸信會 2020 年 9 至 12 月主日學課程                            2.8.2020 

(因應疫情，成年主日學或以網上形式授課，請學員在手機下載手機應用程式 ZOOM ) 

(C101)  初信成長班                                                                                         教師：林洛勤執事、葉克強弟兄 

簡介：為決志朋友而設，幫助初信者掌握基本信徒生活基要，活出豐盛生命。課程包括：靈修生活、 

           禱告生活、讀經生活、信徒相交，及生活見證等。 

對象：已決志信徒 

成年級 

(C102)  新生命新生活                                                                                     教師：何家富執事、葉家鴻執事 

簡介：信徒要經歷神的國及經歷豐盛的生命，就必須在他的人生觀、價值觀、婚姻觀、道德觀等方面 

           完全放下自己原有的觀念而以神的觀點與角度去看事情。這課程是為已信主的弟兄姊妹而設， 

           幫助他們在準備受浸前有一個更好的預備課程。 

對象：已決志信徒 

(C105)  耶穌生平                   教師：李淑娟姊妹 

簡介：主耶穌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祂既是神又是人，同時擁有神性及人性的特質，但你真的認識祂           

            嗎？讓我們一同用嶄新的角度去探討祂的言行，一同經歷祂的救贖，也不斷認識祂、親愛祂及 

           享受與祂同行的美好。 

           （學員需要購買課本《耶穌生平與福音書》，費用 50 元） 

對象：已決志信徒 

(B110)  撒母耳記下                                                                                     教師：容志賢先生 

簡介：《撒母耳記下》是講述大衛怎樣成為以色列君王。在經文中突顯耶和華怎樣使用大衛賜福以色 

             列，同時提醒大衛不依從祂的指示，他和以色列全民要面對的傷痛和悲劇。書中可有四大主題： 

             1.大衛興起成為以色列君王，2.大衛選擇耶路撒冷為首都，3.神與大衛立約，4.大衛犯罪引致嚴重  

             後果。我們嘗試從大衛身上來學習與我們生活相關的議題，並且成為我們的提醒。 

對象：已受浸信徒  

(B206)  羅馬書 (一至八章)                                                                                                    教師：朱維亮先生 

簡介：《羅馬書》對整個基督教會，甚至整個世界歷史的影響實在難以測度。神曾藉著這書卷改變奧古 

           斯丁的生命，後來他悔改歸主；馬丁路德領悟到「因信稱義」的真理，掀起了宗教改革……等。  

          《羅馬書》不單叫人清楚認識自己的罪與無望，深深感到罪惡的權勢，同時更為神奇妙的大恩、 

           永不隔絕的大愛而雀躍歡呼。《羅馬書》是保羅書信中最偉大的一卷，稱為「福音書中的福音 

           書」，論及「因信稱義」的道理，是每位基督徒都應好好去研讀的書卷。 

對象：已受浸信徒 

(L102)   釋經方法                                                                                                                   教師：趙振強牧師 

簡介：信徒生命的成長有賴對信仰經常有深切反省，並藉對聖經的認識漸漸有所領會。本科目在教導信 

           徒在研讀聖經時，能掌握一些基本的研經方法，在沒有任何工具書時，亦能明白聖經的意思。 

對象：已受浸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