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崇拜

麗城浸信會
讚美三一神的臨在

早

序

樂 ．．．．虔 守 主 日．．．． 眾

宣

召 ．．（詩一百四十八 1）．． 主

早堂 上午 9:00
午堂 上午 11:45

少年崇拜 上午 9:00

禱

告 ．．．．．．．．．．．．． 主

讚

頌 ．．．《206 因祂活着》．．． 會

伍妙琼
領詩
何麗芬
席
司琴
朱穎嘉
讀經
羅偉成
司事
李婉君 蘇 偉
席 黃建意 楊文嬌 余佩珊
眾 樊國偉 方志豪 彭惠玲
親子天地 蔡詠雯
佈道員 曾小翠 梁偉強
午
堂

《施恩的主》《祢是我神》
領受神的聖言及恩典
讀

幼兒崇拜 上午 11:45

獻 禱 / 奉 獻 ．． 《394 將最好獻 主 》． ． 為 信 徒 而 設
一、常費（紅） 二、慈惠（綠）
獻

詩 ．．．．《Give Thanks》．．．． (早堂)青少年詩班
．．．《基督愛的呼召》．．． (午堂)婦 女 詩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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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上午 10:30

坐 主席

經 ．．．（約十三 31-35）．．． 眾

中學生 (副堂)

證
回

道 ．．〝十字架是甚麼？〞．． 劉 振 鵬 博 士
（路十四 25-33 ；約十五 18-25）
應

詩 ．．．《所有美善力量》．．． 會

吳瑞愛
領詩
岑紹堅
司琴
鄭錦曦
讀經
黎綺華
司事
唐兆安 葉麗瓊
徐美蓮 孔 英 李天宇
李業成 梁建輝
親子天地 陳慧珍
佈道員 王麗雲 葉克強

眾 鮮花主題 因信心裡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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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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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代禱．．．．．．．．．．．．． 教

牧

同

（羅四 20）
插花
林慧安
工
獻花 孔健霖 袁焯英家庭

工

讚美詩/祝福/阿們頌．．．．．．． 同

頌

散

眾

會

堂

立 主席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從天上讚美耶和華，
在高處讚美祂！」

主日
成年崇拜

復活期第五主日

2022 年 5 月 15 日

詩 ． 《565 願主賜福保 護你 》 ． 會
彼此祝福．與主同行

詩篇
詩一百四十八 1-14
舊約
徒十一 1-18
新約
啟二十一 1-6
福音
約十三 31-35
閱讀耶穌與彼得
「忙碌」
（可一 29-39）

同工
主任牧師 陳浩鵬
牧師 趙振強（半職）
徐志強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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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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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成年崇拜承蒙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劉振鵬博士蒞臨證道；少年崇拜欣蒙香
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同工盧家輝先生蒞臨證道，謹致謝悃。
3. 本會已恢復聯小實體崇拜及各小組團契。請會眾準備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電子
或紙本針卡，提前 15 分鐘到達聚會場地按防疫安排登記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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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閱教會公告。
4. 各級兒童崇拜於下周起（22/5）恢復聯小實體聚會，而主日學則暫停至另行通知。
5. 五月份會友大會將於下主日（22/5）午堂崇拜後隨即在禮堂舉行，請會友準時出
席，商討神家美事。議程已張貼於報告板上。
6. 《閱讀以利亞與以利沙》下半場問答比賽，歡迎個人/團體參加，可透過網絡提
交。（截止日期：29/5）
7. 2021-2022 年度奉獻收據已備妥；崇拜後可到禮堂門外領取。如今日仍未能領
取，請聯絡辦公室。
8. 麗浸會慶 T-恤於今日起首先於團契及小組派發，並於 5/6（日）崇拜後在禮堂門
外領取。
9. 有關「1.23 齊崇拜暨活動日」已報名之會眾，可於下周起於崇拜後到服務台取回
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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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麗城浸信會
少年崇拜
2022 年 5 月 15 日
約瑟團 (F.1-F.3)
主席 陳賜恩
領詩 吳鑒源
司琴 宋沛安
司事
羅駿康
音投
尹泰龍
逢主日 10:30 - 11:30 (主日學)
11:45- 13: 00 (團契)
立
宣
召 ．．．．．（詩一百四十八 1）．．．．．眾
少 年 聚 會 消 息

撒母耳團 (F.4-大專)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從天上讚美耶和華，
在高處讚美祂！」

逢主日 11:45 - 13:30

22/5 少年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陳國聲先生
主席 劉凱寬
領詩 蔡致志 利冠穎
司樂 利冠穎
司事 袁子喬
音投 王婕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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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福音不安心？〞．．．．．．盧 家 輝 先 生
（路四 16-30）

回

應 ．．．．．．．．．．．．．．．． 會

眾

報 告 / 彼 此 代 禱 ．．．．．．．．．．．． 眾

坐

讚 美 詩 / 祝 禱 ．．．．．．．．．．．． 眾

立

彼此祝福．與主同行
聚會預告
是日 (15/5)

周二 (17/5)
周三 (18/5)
周五 (20/5)
周六 (21/5)

同

心

事

奉

22/5 主日崇拜
早堂
午堂
趙振強牧師
證道
陳秋芳 梁偉強
主席
魏丹拿 李玉霞
領詩
梁樂淘 宋沛安
司琴
梁倩琪 曾百富
讀經
黎秀明 關卓斌
司事
李鳳秀 譚月娥
何小玲 楊憲芬
吳若詩
陳偉權
劉淑玲
梁康泉 何玉英
黃旭輝 盛克昌
袁振東 毛韋淇
佈道員 李錦婷 王麗雲
黃賢英 李婉君
親子天地 陳素華 李倩苗
鮮花擺設

蘇美寶

讀經

約十四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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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崇拜
少年崇拜 9: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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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團 2:00P.M.
迦勒團 9:30A.M.
路得團（婦女）9:30A.M.
祈禱會 8:00P.M.
樂齡小組 10:00A.M.
成年詩班 8:00P.M.
但以理查經小組 8:3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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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副堂
聯小課室
本會副堂 + ZOOM 網上聚會
本會副堂 + ZOOM 網上聚會
ZOOM 網上聚會
本會副堂
本會副堂
分組活動
ZOOM 網上聚會（ZOOM ID：241 448 4801 / 密碼：24113666）
戶外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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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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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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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4,249.30

感

恩

$

37,780.00

鮮

花

$

1,050.00

購

堂

$

19,677.00

神 學 教 育

$

500.00

慈

惠

$

4,600.00

關懷慈善
( 會 外 )

$

8,900.00

宣

$

9,237.40

合

計 $ 253,579.30
$

253,57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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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祂活着（世紀 206）*早堂
1.神遣愛子，被稱為耶穌，降世為人赦罪治病；甚至捨命為贖我罪過，那空墳墓証明救主基督活著。
2.新生嬰孩懷抱在手中，何等安詳使人歡喜；但你確信這幼小生命，卻能面對著明天，因救主活著。
3.當我走完人生的路程，面對死亡爭戰痛苦；救主為我戰勝了死亡，在榮耀中我見救主祂是活著。
副歌：因祂活著，我能面對明天，因祂活著，不再懼怕；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生命充滿了價值，只因祂活著。

因祂活着（曲：世紀 206 詞： ACM）*午堂
1.天父愛子降生於世上，因愛萬民犧牲拯救，捨命喪生來贖我生命，我更確知救主正仍然活心裡。
2.心內銘感似新生的兒子，使我感到歡欣安慰，祂又賜給救主的生命，縱有困苦，救主聖靈仍在心裡。
3.即或有天過死的幽谷，終結命途崎嶇險徑，祂就賜給無窮盡生命，我見救主的光照和榮耀得勝。
副歌：慈愛救主因祂今天正活，不再徬徨，除去驚恐，慈愛主在這天並明日掌舵，
重見那活著意義賜我新方向，我見那活著意義賜我新方向，滿有盼望明天！

施恩的主（同心圓）
至聖至美無瑕，至偉至尊恩廣，施恩的主，無人可媲美，同頌祢恩偉大傳萬世。
枯乾的心，因祢變歡欣湧泉，流淚眼，祢輕抹，不再感悲傷，
願每顆的心，獻作感恩的祭，傳頌祢，常施恩不變改。
昨天灰色的心，因祢變色彩天虹，沉睡眼，祢輕擦亮，重現光彩，
讓每顆的心，化作馨香的祭，榮耀祢，全心的獻上。

祢是我神（同心圓）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祢有多麼深愛我，請釋放我去我纏累，能讓我再有力榮耀祢。
請改變我謙卑我心，明白我有多麼需要祢，心緊靠祢進祢懷內，容讓我永貼近隨著祢。
祢為我釘身受死，抹去我的污穢，祢是我神是我王我心欣慰，
我為祢張開我口，向世界高聲唱，竭力讚揚願永傳祢大愛。
我為祢舉起兩手，永遠高舉祢，讚頌我神頌我王我心所愛。
我為祢傾出我心，撇棄世間貪愛，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祢是我神祢是我王到永遠，永頌我神竭力讚揚敬拜祢。

奉獻詩：將最好獻主（世紀 394)
1.將你最好的獻給主，獻你青春的力量，將你純潔熱情心靈，忠心為真理打仗；
主耶穌已有好榜樣，勇敢堅定不懼怕，你要忠心敬虔愛主，將最好奉獻與祂。
2.將你最好的獻給主，主在你心居首位，作主工尊主居首位，奉獻一切最可貴；
奉獻必從主得賞賜，父神曾賜獨生子，你要甘心樂意事主，將最好奉獻與祂。
3.將你最好的獻給主，主愛偉大無可比，祂將自己作你贖價，天上榮耀賞賜你；
祂捨生命毫無怨言，救你脫罪把血灑，你要向祂獻上崇敬，將最好奉獻與祂。
副歌：將你最好的獻給主，獻你青春的力量，穿上救恩全副軍裝，忠心為真理打仗。

早堂詩班獻詩： Give Thanks （中譯：獻上感恩）（向主歌唱)
God Himself is with us, let us now adore Him,
and with awe appear before Him.
God is in His temple. All within keep silence,
and before Him bow in rev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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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Give thanks.
God Himself is with us, hear the hymns ascending,
saints and angels’ voices blending. Give thanks.

主與我們同在，當來敬拜稱頌，
在主面前獻上尊榮。
主今在聖殿中。人人都當肅靜，
在主面前跪拜虔誠。
獻上感恩的心，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主耶穌基督。
獻上感恩的心，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貧窮者已得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貧窮者已得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
獻上感恩的心，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主耶穌基督。 感恩。
主在殿中聆聽，我們所唱詩歌，
聖徒天使同聲應和。感恩。

讚美歌辭˙˙˙常在我心間、活在生活裏
午堂詩班獻詩：基督愛的呼召（頌主聖詩 217)
1.基督愛的呼召，我們歡聚基督裡，基督愛的同在，我們喜樂相對。
上帝永恆至聖，我們敬畏愛慕，我們彼此相愛，就是愛神憑據。
2.同屬主的身軀，基督信徒團聚，同屬主的一靈和諧沒有相拒。
除去心中惱怒，一切爭吵拋去，懇求基督我神，常在我們這裡。
3.賜我應驗的愛，快樂福氣滿載，救主榮光慈容，讓我得見風采。
創世皎潔光輝，照耀我們內外，永世不停頌讚，永遠成我福愛。
副歌：神是愛，神是愛，神是愛，那裡有真愛，神親自同在。

回應詩：所有美善力量（原曲：Siegfried Fiet 中譯：林鴻信牧師）
1.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圍繞 奇妙地安慰保守每一天 讓我與你們走過這些日子 並與你們踏入新的一年
2.儘管過去的年日折磨心靈 艱困時光重擔壓迫我們 主啊！拯救飽受驚嚇的心靈 以那為我們預備的救恩
3.若祢給我們遞來沉重苦杯 滿溢著憂愁痛苦的苦杯 主啊！從祢良善慈愛的聖手 毫不顫抖心存感謝領受
4.主啊！若祢願意再賞賜我們 世上歡樂以及陽光亮麗 讓我們紀念過去美妙歲月 把我們生命完全交託祢
5.今天請讓燭火溫暖地燃燒 是祢帶給黑暗中的我們 或許這會引領我們再相聚 明白祢的光在黑夜照耀
6.寂靜深深圍繞我們展開 讓我們聽見那豐富聲響 從週遭無形世界向外擴散 凡祢兒女盡都高聲歌頌
副歌：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蓋 不論如何都期盼那安慰 在晚上早上每個新的一天 上帝都將與我們同在

散會詩：願主賜福保護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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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十三 31-35）
31
32
33

他既出去，耶穌就說：「如今人子得了榮耀，神
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
34
神要因自己榮耀人子，並且要快快地榮耀祂。
小子們，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後來你 35
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

我曾對猶太人說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
我的門徒了。」

證道經文（路十四 25-33 ；約十五 18-25）
路十四 25-33
25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祂轉過來對他們說： 29
26 「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
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 30
能作我的門徒。
31
27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
徒。
32
28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
蓋成不能呢？
33

約十五 18-25
18 「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
經恨我了。
19 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
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
世界就恨你們。
20 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僕人不
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
們；若遵守了我的話，也要遵守你們的話。

21
22
23
24

25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都笑話他，
說：
『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
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
量，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麼？
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
息的條款。
這樣，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但他們因我的名，要向你們行這一切的事，因
為他們不認識那差我來的。
我若沒有來教訓他們，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
他們的罪無可推諉了。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我若沒有在他們中間行過別人未曾行的事，他
們就沒有罪；但如今連我與我的父，他們也看
見也恨惡了。
這要應驗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說：『他們無
故的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