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崇拜

麗城浸信會

2022 年 4 月 24 日

早

讚美三一神的臨在
序

樂 ．．．．虔 守 主 日．．．． 眾

宣

召 ．．．（詩一百五十 1）．．．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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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崇拜 上午 11:45
幼兒 K.1-K.3 (110 室)

兒童崇拜 上午 11:45
初小 P.1-P.3 (111 室)
高小 P.4-P.6 (G05 室)

禱

告 ．．．．．．．．．．．．． 主

讚

頌 ．．．．．．．．．．．．． 會

葉家鴻
領詩
蔡凱因
席 司琴 梁樂淘
讀經
蔡德源
司事
黎秀明 陳素華
席 何小玲 吳若詩 劉淑玲
梁康泉 黃旭輝
眾 親子天地 李鳳秀
佈道員 李錦婷 曾小翠

早堂

午堂

《205 主活着》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一、常費

堂

《詩 23》

二、關懷慈善（會外）

道 ．．．〝只因祂愛你〞．．． 徐 志 強 牧 師
鮮花主題 勝過世界的救恩
（申七 1-11）

證

歡 迎 / 報 告 ．．．．．．．．．．．．． 教

牧

同

（約十六 33）
插花
陳潔儀
獻花
梁芳碧
何潔貞家庭
工 梁家麟家庭

感 恩 代 禱 ．．．．．．．．．．． 教

牧

同

工

回

應

詩 ．．．．．《順服》．．．．．會

眾

見證及榮耀神的名

同工
主任牧師 陳浩鵬
牧
師 趙振強
徐志強
傳
道 朱維亮
吳玉玲
周彩霞
主任助理 周惠玲
行政幹事 伍潔姿
助理幹事 張慶瑤

午

主席
林洛勤
領詩
李玉霞
《70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萬有都歸祢》
司琴
張嘉嘉
領受神的聖言及恩典
讀經
陳達盈
讀
經 ．．．．（約二十 19-31）．．．． 眾
坐 司事 關卓斌 譚月娥
洪焯華 陳偉權 陳渭傑
獻 禱 / 奉 獻 ． ． ． ． ． ． ． ． ． ． ． 為 信 徒 而 設 盛克昌 毛韋淇
親子天地 李倩苗
《295 歌頌救贖主》（早堂）
《普通的人》（午堂）
佈道員 王麗雲 陳榮貴

《我歌頌祢》

主日學 上午 10:30

詩篇
詩一百五十 1-6
舊約
徒五 27-32
新約
啟一 4-8
福音
約二十 19-31
閱讀以利亞與以利沙
「以利沙死了」
（王下十三 14-21）

堂

立 主席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神的聖所讚美祂！
在祂顯能力的穹蒼讚美祂！」

主日
成年崇拜

復活期第二主日

讚美詩/祝福/阿們頌．．．．．．．．．． 同

頌

散

眾

會

詩 ．．《561 願主賜福保護你》．．會
彼此祝福．與主同行

1. 歡迎新來賓 請填寫「來賓留名表」後交回司事或投放服務台收集箱內。
2. 由於政府已放寛各項防疫措施，由 2022 年 4 月 24 日（主日）起本會將恢復聯小實體崇
拜及各小組團契。根據最新防疫指引，進入聚會場地前，必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並讓
工作人員查核疫苗二維碼（豁免人士須出示證明及填寫表格）。因此，敬請會眾準備安
心出行應用程式、 電子或紙本針卡，提前 15 分鐘到達聚會場地完成各項防疫安排及登
記入場。未能符合入場程序的肢體，抱歉請暫時使用網上平台參與崇拜及其他聚會。此
措施適用於聯小、副堂及辦公室，直至另行通知。詳情請參閱教會公告。
3. 四月份會友大會暫停，有關議案由值理會代議，日後追認。
4. 本月新增「會慶感恩」奉獻，會眾奉獻時可列明「會慶感恩捐」，在會慶月內以感恩的
心獻呈。
5. 麗城浸信會 15 周年會慶一系列慶祝活動，詳情請參閱教會網頁。
6. 2022 年第二期（5-8 月）主日學取錄名單已張貼於報告板，敬請留意。
7. 2021-2022 年度奉獻收據將於 1/5（日）備妥；下周起崇拜後領取。
8. 袁嘉翹弟兄與孫曉彤姊妹於 23/4（六）締結婚盟，共負一軛，可喜可賀。求主祝福新人，
建立基督化家庭。
9. 同工消息趙振強牧師 1/5 起將續聘為本會「半職同工」，會眾如有需要可於逢周四、五
及主日（上午）聯絡趙牧師。
*如使用電子版程序表，可點選QR Code直接進入相應連結。

1. 記念教會實體聚會逐步恢復，為不同群體的事奉人員禱告，特別為新的入場查核和登記
程序得以順暢實行禱告。願主引領眾肢體願意回到教會敬拜和相交。
2. 求主醫治：岑紹球、黃玉雲、葉振球、郭錫華、方正道、秦彥康、陳渭傑、尤明珠、梁
幹棠、羅偉釗、葉詠泉、仇麗嫦。
3. 眷顧長者：葉章景、孔瑞冰、梁慧明、秦紹基、陳漢英、馮媛儀、梁玉娟、古金鳳、何
栢榮、羅瑛琳、鍾雅麟、江小玲。
4. 為第五波新冠疫情稍緩感恩，記念疫情能持續受控以致整個城市的民生能逐漸回復正
常，繼續求主醫治確診者、安慰需要面對隔離和失去親人的家庭。
5. 為烏克蘭的局勢禱告，求主憐憫受戰火影響的人民，特別記念在當地的宣教士和基督徒
能活出主見證。

少 年 聚 會 消 息

同

逢主日 10:30 - 11:30 (主日學)
11:45- 13: 00 (團契)

奉

逢主日 11:45 - 13:30

1/5 少、成聯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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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早堂 9:00A.M. / 午堂 11:45A.M.
成年級主日學 10:30A.M.

早堂
午堂
陳浩鵬牧師
趙偉忠 王 鈞
利冠穎 鄭根麗
何浩智 鄭錦曦
徐雅英 莫慧芸
伍妙莊 鄧滿鵬
周偉文 洪焯華
黎綺華
梁植棠
歐慧心
葉亞昭 伍妙敏
唐兆安 梁家麟
梁秀明 溫駿達
佈道員 李韻詩 陳榮貴
梁偉強 李倩苗
親子天地 戚美玉 陳碧如
鮮花擺設 康樂美 / 陸爾雯
約二十一 1-19
讀經
證道
主席
領詩
司琴
讀經
司事

撒母耳團 (F.4-大專)

是日 (24/4)

事

1/5 主日崇拜

約瑟團 (F.1-F.3)

聚會預告

心

聯小禮堂
聯小課室

約瑟團（初中）10:30A.M.

本會副堂 + ZOOM 網上聚會

撒母耳團（高中至大專）10:30A.M.

ZOOM 網上聚會

兒童崇拜 11:45A.M.

ZOOM 網上聚會

保羅團 2:00P.M.

本會副堂

路得團（婦女）9:30A.M.

本會副堂

婦女詩班 12:00P.M.

本會副堂

祈禱會 8:00P.M.

ZOOM網上聚會（ZOOM ID：241 448 4801 / 密碼：24113666）

周五 (29/4)

成年詩班 8:00P.M.

本會副堂

周六 (30/4)

敬拜小組 2:00P.M.

本會副堂

彼得團 6:30P.M.

ZOOM 網上聚會

周三 (27/4)

實體崇拜聚會須知：
1. 準備安心出行應用程式、電子或紙本針卡赴會
2. 請提早十五分鐘到達
3. 必須正確佩戴口罩（若有損壞，可向司事領取）
4. 進場前務請測量體溫及清潔雙手
5. 發燒或感到不適，應留家中休息

6.
7.
8.
9.
10.

除主餐外，請勿飲食；教會暫停提供白開水
進入禮堂後，按指示就坐，從容不迫
程序表及奉獻封已放置大堂自取
避免身體接觸，保持社交距離
聖徒相交，抱拳行禮，點頭問安

教會電子奉獻安排
1) 可透過「網上銀行」等服務或「ATM 系統」奉獻。
2) 請把入數紙或收據，以《電郵》或《WhatsApp》傳送
給教會。
3) 註明奉獻人姓名，聯絡電話，金額及種類（註：堂費、
感恩、慈惠、關懷慈善［會外］、購堂、宣教、神學
教育、獻花［註明認獻日期］）。
4) 奉獻專戶資料：
帳戶名稱： 麗城浸信會
銀行號碼： 032-894263-838（匯豐銀行）
電郵郵箱： info@lsbc.org.hk
WhatsApp : 6387 3002

奉

獻 (每月目標: $660,000)

堂

費

$

49,950.00

感

恩

$

18,400.00

會 慶 感 恩

$

1,500.00

計 $

69,850.00

$

193,800.00

儲備奉獻

合

購

堂

$

8,000.00

關懷慈善
( 會 外 )

$

4,000.00

宣

$

200.00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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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堂 荃灣麗城花園第二期商場 231 室
電話 2414 4848
傳真 2411 3666
電郵 info@lsbc.org.hk
網址 www.lsbc.org.hk
教會 YouTube 頻道 LSBC in HK

讚美歌辭˙˙˙常在我心間、活在生活裏
早堂敬拜詩歌
主活着（世紀 205）
1.我事奉一復活主，祂今在世活著；我知道祂確活著，不管人怎麽說；
我見祂手施憐憫，我聞祂安慰聲，每次當我需求祂，總必垂聽。
2.在我所處環境中，主愛常在我旁，雖然有時心煩惱，但卻不會絕望；
我知救主引領我，衝破狂風怒潮，不日我主必再來，大顯榮耀。
3.歡樂！歡樂！眾聖徒都當揚聲歌唱，當歌唱哈利路亞，永歸基督君王；
祂是尋者的盼望，又是求者力量，無人比祂更可愛，善良仁慈。
副歌：基督！耶穌！救主今天活著！祂與我談，祂伴我走，生命窄路同過；
基督！耶穌！賜人得救宏恩；你問我怎知祂活著，因祂活在我心。

我歌頌祢（藍青 8）
1.我歌頌祢，尊貴的主，藉祢恩典，把我救贖；祢救贖我代價極重，我與天使向祢歌頌。
2.我歌頌祢，縱淚滿襟，憂傷來臨，仍覺歡心；因我回想救主恩典，使我歌唱快樂無邊。
3.我歌頌祢，直到離世，不論在家，海洋陸地；或經死亡進入永生，永永遠遠我歌頌祢。
副歌：我歌頌祢，尊貴的救主，用我口舌向祢謳歌，
我歌頌祢，永遠歌頌祢，因祢喜樂已充滿我。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世紀 70）
1.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我要唱。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用我口向人傳講祢大信實、祢大信實；用我口向人傳講祢大信實直到永遠萬代。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2.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到永遠；祂奇妙大作為。
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到永遠；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
誰能與我主相比；我主信實、我主信實；誰能與我主相比；我主信實直到永遠萬代。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午堂敬拜詩歌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玻璃海）
主 祢是我亮光 是我生命的保障 主 祢是尊貴祢是可畏 是我的高臺
主 祢是我牧者 是我生命的安慰 主 祢是拯救你是寬恕 是我的盾牌
抬頭吧 別再被勞役 降服吧 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 獲釋放 祢國要彰顯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 我要不惜一切 順服祢訓示 盡情地 獻上 作活祭

詩 23（同心圓）
人潮浪裡 存不死盼望 心堅信恩典 是一生之久 張開我雙手
憑著信分享我所有 高峰裡 低谷裡 學一生倚靠
耶和華是我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祂使我 躺青草地 在可安歇水邊
我雖行過死蔭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祢 同在 祢杖 祢竿 都安慰我
耶和華是我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祂使我靈魂甦醒 為祂的名 領我走義路
我雖行過死蔭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祢 同在 祢杖 祢竿 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 祢為我擺設筵席 用油膏我的頭 使我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 恩惠慈愛隨著 我且要住在祢殿中 直到永遠

萬有都歸祢（同心圓）
祢是榮耀 至美尊崇 萬有都歸於祢名下 配受傳頌 至偉至聖尊貴 願讚揚 獨有主美善的真諦
齊向祢舉手傳揚 神的犧牲與十架 同頌祢深厚大愛 竟為我披戴荊棘冠冕
原是祢恩典降臨 眾山海都震撼呼應 讓我靈 為祢歌 獻奉至誠頌讚 到萬世
讓我靈 為祢歌 獻奉至誠頌讚 到萬世

讚美歌辭˙˙˙常在我心間、活在生活裏
奉獻詩：歌頌救贖主（世紀 295) *早堂
1.我要歌頌我救贖主，歌頌祂奇妙大愛；被釘十架受辱、受苦，為要將我贖出來。
2.我要傳述奇妙經過，祂已代贖我罪愆；慈愛憐憫，無限廣闊，神將我罪盡赦免。
3.我要讚美我救贖主，傳祂得勝大權能，勝過罪惡，摧毀陰間，勝過罪、死，賜永生。
4.我要歌頌我救贖主，天來妙愛祂賞賜；使我重生得享天福，與祂同作神後嗣。
副歌：歌頌，歌頌我救贖主！為救贖我寶血流，十字架上擔我刑罰，還我罪債使自由。

奉獻詩：普通的人（美麗傳奇音樂製作) *午堂
像那小男孩的餅和魚，讓我獻給主。就算多寒微，祂不介意，全盡我心思。
無論是多少，全是不緊要。在我主手中，一切也奇妙。
在這一世裡不管錯對，讓我再奔跑。就算多平凡，都不計較，神是我倚靠。
人若逆風上，能力多牽強。憑著主力量，祂給我保障。
我是個普通的人，沒有可誇口。但我甚麼都有可能，神在我背後。
奉獻我僅有，神大愛深厚。欠缺裡沒有還是夠。（那怕我沒有常足夠）

回應詩：順服（ACM)
順服你的揀選，非我選擇要去，前路困惑崎嶇，深信神伴我去，
求用我這身軀，把我私慾破碎，神是信實主宰，信心跨步去。

散會詩：願主賜福保護你（世紀 561)
願主賜福保護你；願主向你仰臉賜你平安，賜你平安，賜你平安，
願主使祂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主施恩給你，施恩惠，願主施恩惠，施恩惠給你。

讀經經文（約二十 19-31）
19
20
21
22
23
24
25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
們說：「願你們平安！」
26
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
主，就喜樂了。
27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
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28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 29
靈！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 30
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耶穌來 31
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
那些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

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
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
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
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
多馬說：「我的主！我的神！」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
就信的有福了。」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
書上。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
子，並且叫你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證道經文（申七 1-11）
1

2
3
4

5

「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要得為業之地，從你面前趕 6
出許多國民，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迦
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國的民， 7
都比你強大。
耶和華你神將他們交給你擊殺，那時你要把他們滅 8
絕淨盡，不可與他們立約，也不可憐恤他們。
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
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9
因為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奉別神，以
致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就速速的將你們滅
絕。
10
你們卻要這樣待他們：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
的柱像，砍下他們的木偶，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 11
像。

因為你歸耶和華你神為聖潔的民；耶和華你神從
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
多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
誓，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來，從為奴之家救贖你
們脫離埃及王法老的手。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祂是神，是信實的
神；向愛祂、守祂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
代；
向恨祂的人當面報應他們，將他們滅絕。凡恨祂的
人必報應他們，決不遲延。
所以，你要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誡命、律例、
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