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餐主日聯合崇拜

麗城浸信會

2022 年 8 月 7 日

早

讚美三一神的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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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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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
主任牧師 陳浩鵬
牧師 徐志強
趙振強（半職）
傳道 吳玉玲
周彩霞
陳國聲
主任助理 周惠玲
行政幹事 伍潔姿
助理幹事 張慶瑤

立 主席

樂 ．．．．虔 守 主 日．．．． 眾

領受神的聖言及恩典

主席

譚月娥
伍潔姿
鄭錦曦
司樂
趙振強
一、常費（紅） 二、購堂（綠）
讀經
陳達盈
證
道 ．．．．〝化「煩」唯「揀」〞．．．． 陳 國 聲 先 生 司事 鄧滿鵬 洪焯華
（路十 38-42）
李天宇 陳渭傑 黃子殷
恪 守 主 餐 ．．．．行此以憶我．．．． 主 禮
陳 牧 師 梁家麟 溫駿達
親子天地 陳碧如
襄禮 (早堂) 何家富 趙振強 徐志強 林洛勤
佈道員 陳榮貴 李倩苗
(午堂) 何家富 趙振強 徐志強 周彩霞
鮮花主題
主
餐
詩 ．．．《陶造我一生》．．． 會
眾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詩二十八 7）
見證及榮耀神的名
插花
黃賢英

讀

經 ．．．．（路十二 32-40）．．．．眾

坐 領詩
獻 禱 / 奉 獻 ．．．．《更深愛祢》．．．． 為 信 徒 而 設 司琴

歡 迎 / 報 告 ．．．．．．．．．．．．． 教

牧

同

工

感 恩 代 禱 ．．．．．．．．．．．．． 教

牧

同

工 獻花

讚美詩/祝福/阿們頌．．．．．．． 同
詩篇
詩三十三 12-22
舊約
創十五 1-6
新約
來十一 1-3，8-16
福音
路十二 32-40
閱讀耶穌與彼得
「否認」
（路二十二 54-62）

堂

謝焯倫
領詩
利冠穎
宣
召 ．．．（詩三十三 20-21）．．．主
席 司琴 何浩智
讀經
馬麗珠
「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祂是我們的幫助，我們的盾牌。
我們的心必靠祂歡喜，因為我們向來倚靠祂的聖名。」
司事
伍妙莊 周偉文
梁植棠
鍾建輝
楊文嬌
禱
告 ．．．．．．．．．．．．． 主
席
朱智懷 梁秀明 余柏麗
讚
頌 ．．．．《從心敬拜》．．．． 會
眾 親子天地 戚美玉
佈道員 黃賢英 曾小翠
《我要一世一生住在祢聖殿》《306 歡欣》
午
堂

序

主日
成年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

散

會

詩 ．．．．《主賜福你》．．．． 會

伍妙莊 朱壽裕
灝明、玉珍夫婦
頌 黃珠順夫婦 鄧滿鵬家庭
眾 何家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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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已恢復聯小實體崇拜及各小組團契。詳情請參閱背面。未符合入場程序的肢
體，抱歉請暫時使用網上平台參與崇拜及其他聚會。
3. 七月份會務簡訊出版。會友可於本會網頁下載閱覽，了解教會會務。
4. 九月份開始少年崇拜時段從更改為上午 11:45 至下午 1:00，敬請留意。
5. 2022 年第三期（9-12 月）主日學課程已編妥，可透過實體或網上表格提交報名。
（截止日期： 14/8）
6. 福音主日「人生起喜落樂」將於8月28日上午9時及11時15分舉行，歡迎各位邀請
親戚朋友參加。另外傳道部安排了三次在區內派單張的機會，分別為20/8（週六）
下午5至6時（副堂集合）；21/8（主日）上午9時30分及11時45分、28/8（主日）
上午8時30分（聯小門口集合），鼓勵各位弟兄姊妹一同參與。
7. 港九培靈研經會於1-10/8以網上直播形式舉行，今年主題為「永恆的盼望」，詳情
請參閱報告板或大會網頁。
*可直接以程序表上的QR Code進入相應連結。

1. 為新冠疫情近日確診個案回升禱告，求主醫治確診者、安慰需要面對隔離和失去
親人的家庭；同時記念教會實體聚會逐步恢復，為不同群體的事奉人員及新增
的防疫安排禱告，願主引領及賜平安予眾肢體願意回到教會敬拜和相交。
2. 為應屆 DSE 及小六同學禱告，面對前路，無論是升學或就業，蒙主引領。
3. 為義務宣教士邱甘甘姊妹代禱，事主喜樂，作工得息，蒙主喜悅，並不徒然。
4. 求主醫治：蔡麗芳、霍珍、蔡肇蔚、吳玉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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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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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為世界不同地方緊張局勢禱告，願主親自安慰當中受影響人民的心靈。

少 年 聚 會 消 息

同

心

事

奉

14/8 主日崇拜

約瑟團 (F.1-F.3)
逢主日 10:30 - 11:30 (主日學)
11:45- 13: 00 (團契)

早堂
午堂
趙振強牧師
陳希彤 吳少菲
楊寶儀 關景桐
林曉佑 林沛麟
余佩珊 李婉君
林志卿 梁偉強
曾小翠 黃頴妍
鍾佩鳴 陸爾雯
麥瑞貞 歐陽傑偉
蔡詠雯
陳柏傑
彭惠玲
鄭美玲 朱浩延
袁振東 胡文諾

證道
主席
領詩
司琴
讀經
司事

撒母耳團 (F.4-大專)
逢主日 11:45 - 1:30

14/8 少年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徐志強牧師
主席 利焯楠
領詩 袁子喬 利冠穎
司琴 陳籽怡
司事 蘇詩韻
音投 羅駿康

佈道員

李錦婷 葉克強
鄭燕燕 林錦霞
親子天地 莫紹儀 葉麗瓊
陳潔儀
鮮花擺設
路十二 49-56
讀經

聚會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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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 (7/8)

周三 (10/8)

周四 (11/8)
周五 (12/8)
周六 (13/8)

主日聯合崇拜
成年級主日學 10:30A.M.
約瑟團（初中）10:45A.M.
撒母耳團（高中至大專）10:45A.M.
兒童崇拜 11:45A.M.
家長小組 11:45A.M.
路得團專題查經系列 9:30A.M.
婦女詩班 12:00P.M.
祈禱會 8:00P.M.
樂齡小組 10:00A.M.
宣教祈禱月會 10:00A.M.
成年詩班 8:00P.M.
Love Sender 11:00A.M.
敬拜小組 B 隊練習 11:00A.M.
敬拜小組練習 2:00P.M.
青少年詩班 5:30P.M.
彼得團 6:30P.M.

聯小禮堂（早堂 9:00A.M. / 午堂 11:45A.M.）
聯小課室
本會副堂
本會副堂
聯小課室
聯小 3/F 學生活動中心
本會副堂 + ZOOM 網上聚會
本會副堂
ZOOM 網上聚會（ZOOM ID：241 448 4801 / 密碼：24113666）
本會副堂
ZOOM 網上聚會
本會副堂
本會副堂
本會副堂
本會副堂
本會副堂
本會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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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主餐外，請勿飲食；教會暫停提供白開水
7. 進入禮堂後，按指示就坐，將響鬧裝置關掉/靜音，預備崇拜
8. 程序表及奉獻封已放置大堂自取
9. 避免身體接觸，保持社交距離
10. 如聚會後確診，應立刻通知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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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堂 荃灣麗城花園麗順路浸聯會小學禮堂
副 堂 荃灣麗城花園第二期商場 231 室
辦事處 荃灣海盛路 3 號 TML 廣場 11 樓 D1 室

奉 獻 (每月目標: $660,000)
堂

費

$

60,589.50

感

恩

$

6,520.00

神 學 教 育

$

1,200.00

購

堂

$

2,200.00

聯小體育館

$

1,000.00

慈

惠

$

2,738.00

計 $

69,309.50

關懷慈善
( 會 外 )

$

2,700.00

$

520,635.80

宣

$

9,700.00

合

儲備奉獻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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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心敬拜（同心圓）
歌，音樂琴韻，喚奏起讚頌，齊來頌唱主恩深厚極廣。
情願獻上，捨棄尊貴，是祢愛我犧牲，牽動心裡愛，在主裡點燃。
心今願呈獻，奉上心愛念，唯獨是祢，可以交託一生，
因祢是全然美善且信實不變，榮耀裡全然跪拜，我傳頌救主。
全心表達，在我的心坎中，期望以真誠，願奉上一生給祢，
從心表達，在我的歌聲中，呈奉以心靈和誠實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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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是寬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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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Thanks

歡欣（世紀 306）
歡欣，心裡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
讚頌，祢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
歡欣，心裡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
讚頌，祢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
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
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讚美！讚美！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Give Thanks!

奉獻詩：更深愛祢（RedSea Music)
主 祢問我幾多次 能否聽祢旨意 謙卑當個孩子 傾出所有名和利 都歸於祢 但我卻掩面迴避
主 再問我幾多次 能否拋棄舊我 單單愛祢耶穌 傾出所有仇和恨 都交給祢 讓我生命 全因祢而起
我願更深愛祢上帝 祢為我捨棄了尊貴 唯有救主基督 甘謙卑降生
抹去我心污穢罪困 祢大愛使所有隔絕都更新 我願更深愛祢上帝 決定要擺上我一切
承諾祢愛祢比這些都更深 張開手倒空信靠父神 祢永作導引
愛祢更多 撇棄更多 捉緊主愛 牽我父神 愛祢更深 信祢更深 背著祢十架前行

主餐詩：陶造我一生（HKACM）
因祂犧牲，告別痛悲，令我驚嘆愛是多完美。耶穌謙卑，權柄拋棄，遭逼迫鞭打替代我死。
因祂首先獻盡真愛，令我願去愛且去被愛。離開罪捆綁我靈得到釋放，從此在基督愛內安躺。
陶造我一生，為我開出路與指引，祈求神今天倒空我，能擺脫怯懦，我願委身一世為祢歌。
陶造我一生，舊我消失別了黑暗，有日軟弱，盼望祢能，提醒我當天因祢振奮。

散會詩：主賜福你（美樂頌 201）
1.求主恩賜福你，求賜信心不致動搖，無論晴或雨時刻保守你，使你在今天嘗盡主恩熱愛。
2.神恩豐富供應，靈內富足心裡欣喜，幻變難避免求主祝福你，使你在這刻嘗盡主恩大愛。

讀經經文（路十二 32-40）
32

33

34
35
36

你們這小羣，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 37
賜給你們。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
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 38
不能蛀的地方。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裏，你們的心也在那裏。」39
「你們腰裏要束上帶，燈也要點着，
自己好像僕人等候主人從婚姻的筵席上回來。他 40
來到，叩門，就立刻給他開門。

證道經文（路十 38-42）
38

39
40

41
42

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
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祂到
自己家裏。
她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在耶穌
腳前坐着聽祂的道。
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裏忙亂，就進前
來，說：「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
個人伺候，祢不在意麼？請吩咐她來
幫助我。」
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
多的事思慮煩擾，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
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
的。」

主人來了，看見僕人儆醒，那僕人就有福了。我
實在告訴你們，主人必叫他們坐席，自己束上帶，
進前伺候他們。
或是二更天來，或是三更天來，看見僕人這樣，
那僕人就有福了。
家主若知道賊甚麼時候來，就必儆醒，不容賊挖
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
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