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 

喜筵的比喻 

詩篇 詩篇二十三篇 

舊約 賽二十五 1-9 

新約 腓四 1-9 

福音 太二十二 1-14 

1. 崇拜安排下主日(18/10)開始，本會成人及兒

童崇拜重返浸聯會小學聚會；早堂9:00及午
堂11:45；敬請預留充裕時間赴會，以便進行
防疫安排。 （當天崇拜錄影於稍後時間上載
至本會網頁） 

2. 少年崇拜暫維持在主日上午10:30副堂舉行，

同時進行網上直播。其他聚會安排請留意背
頁資料。 

3. 本主日成、 少聯合崇拜，欣蒙前中國神學研

究院教授黃浩儀博士蒞臨證道，謹致謝悃。 

4. 為潘旺興姊妹（周惠玲姊妹母親）決志歡欣，

信心堅固。 
5. 九月份會務簡訊出版。 會友可於本會網頁下

載閱覽，了解教會會務。 
6. 十月份值理會於今天下午二時在於本會副

堂舉行，請值理到時出席會議。 

7. 祝賀馬慶新、曾燕惠伉儷兒子馬澤晞弟兄，

於十月十七日迎娶陳嘉宜姊妹為妻。 

8. 同工消息 朱維亮先生休假至13/10。本會傳

道容志賢先生及幹事李惠妍姊妹將於今年
年底約滿退休，求主引領。 

聖靈降臨後第十九主日 

守望教會 

1. 為教會逐步恢復實體崇拜及聚會代禱。 

2. 求主為教會預備合適傳道牧者，牧養青少年及兒童。 

3. 為來年教會計劃及事工，求主的靈充滿，各部各按各職，
照著各體功用，互相配搭，成就善工。 

守望肢體 

1. 為完成浸禮的十位會友感恩。歐陽傑偉、黃建意、蘇振宇、 
馬德海、李宇軒、朱志堅、陳德根弟兄；及楊文嬌、 
姚舜華、葉麗瓊姊妹。 

2. 接受治療及康復中肢體/親友：盛克昌、楊憲芬、倫國烱、
何永好、陳玉琼、楊晙澔、葉章景、袁焯英、趙振強牧師、
卓順蓮、何麗卿、蘇耀威、仇麗嫦、羅偉釗、葉振球、 
葉詠泉、尤明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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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會各界正面對嚴重衝擊，求主顧念信徒 
在艱困時刻，持定信、望、愛美善品德， 
凡事蒙主喜悅，作光明兒女。 

2. 為世界各地的疫情、災困及動盪求告主名。 

麗城浸信會              主日聯合崇拜        2020 年 10 月 11 日 

讚美三一神的臨在  

序 樂 ．．．．虔 守 主 日．．．． 默 禱 

宣 召 ．．．．（詩二十三 1，6）．．．． 主 席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禱 告 ．．．．．．．．．．．．． 主 席 

讚 頌 ．．．《387 一生引導》．．． 同 頌 

《113 和散那》 《206 因祂活着》 

領受神的聖言及恩典  

讀 經 ．．．．（西二 9-15）．．．． 主 席 

證 道 
    

．．．〝惟獨基督與盼望〞．．． 
（西二 9-15） 

黃 浩 儀 博 士 
    

回 應 詩 ．《291 耶穌基督是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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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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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志賢先生 

證道    黃浩儀博士 

領詩    林洛勤 

司琴    林沛麟 

獻花    黃旭輝  蕭子傑家庭 

           袁焯英家庭 
           偉強、潔卿家庭 

 

 

同 心 事 奉 

本會現正物色傳道同工（多名）：負責牧養成年/青年/兒
童群體，須神學畢業及具相關經驗。成熟、委身、重團隊
合作，能彼此配搭，主動及熱誠。懇請代禱。有意者請向
鄺牧師或執事聯絡查詢。 

18/10 主日崇拜 

 早堂 午堂 

證道 劉秀珍牧師 

主席 陳希彤 何家富 
領詩 吳以寧 何志雄 
司琴 朱穎嘉 宋沛安 
司樂 蔡凱因 黎嘉榮 
讀經 伍麗貞 曾百富 
司事 李婉君 

蘇    偉 
鄧滿鵬 
余佩珊 
方志豪 

唐兆安 
楊子榮 
孔    英 
李業成 
謝焯倫 

親子天地  黃慧儀 
鮮花擺設 謝慧華 
讀經 太二十二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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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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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主日聯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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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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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生平 

撒母耳記下 

羅馬書 

釋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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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理會 下午二時 本會副堂 

路得團（婦女） 上午九時 30 分至中午十二時 本會副堂 周三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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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 
(15/10)   

樂齡小組 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 本會副堂 

周六 
(17/10) 

 

但以理查經小組（弟兄） 上午八時 30 分至九時 30 分 ZOOM 網上聚會 

青年詩班 上午十時至十一時 30 分 本會副堂 

敬拜小組練習  
B 隊：下午一時至三時 

本會副堂 
A 隊：下午三時至五時 

彼得團（職青） 晚上八時 30 分至十時 ZOOM 網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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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每月目標: $660,000) 

堂 費 $   66,429.00 儲備奉獻  

感 恩 $    2,500.00 購 堂 $   5,000.00 

合 計 $   68,929.00 慈 惠 $   4,100.00 

 $  380,360.00 宣 教 $    2,000.00 

實體崇拜聚會須知： 

1. 請提早十五分鐘到達 

2. 必須正確佩戴口罩(若有損壞，可向司事領取) 

3. 進場前務請測量體溫及清潔雙手 

4. 發燒或感到不適，應留家中休息 

5. 除主餐外，請勿飲食；教會暫停提供開水 

 

6. 進入禮堂後，隔位就坐，從容不迫 

7. 程序表及奉獻封已放置在座位上 

8. 避免身體接觸，保持社交距離 

9. 聖徒相交，抱拳行禮，點頭問安 

10. 感謝合作體諒，彼此愛心相待 

http://www.lsbc.org


讚美歌辭˙˙˙  

讀經、證道經文（西二 9-15） 

因祂活着（世紀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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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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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能面對着明天， 

  因救主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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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副歌：因祂活着，我能面對明天，因祂活着， 

      不再懼怕；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價值，只因祂活着。  

和散那（世紀 113） 

1.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歸至高處！ 

  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歸至高處！ 

  我們高舉祢名，心中充滿讚美； 

  齊來高舉我神我主，和散那歸至高處！ 

2.榮耀，榮耀，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榮耀，榮耀，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我們高舉祢名，心中充滿讚美； 

  齊來高舉我神我主，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一生引導（世紀 387） 

1.我一生蒙救主引導，一切事我毋需求， 

  豈能疑惑耶穌愛憐，一生危險主拯救； 

  天上平安聖靈安慰，都從信心可以得！ 

  因我深知凡事臨我，主能使我獲大益。 

2.我一生蒙救主引導，彎曲路為我指明， 

  賜我力量忍受試煉，降下天糧養靈命； 

  雖然行路我時疲倦，我的心乾渴可憐， 

  在我眼前有靈磐石，樂哉是我歡喜源。 

3.我一生蒙救主引導，想主憐愛何等深！ 

  主曾應許滿足平安，為我天家之福分； 

  等我變化得着榮體，升到天上光明所， 

  我要永遠唱此美句：耶穌凡事帶領我。 

9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
在基督裏面， 

10 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盛。祂是各樣執政掌
權者的元首。 

11 你們在祂裏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
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的割禮。 

12 你們既受浸與祂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祂一
同復活，都因信那叫祂從死裏復活神的功
用。 

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基督一
同活過來； 

14 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
我們的字據，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15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
看，就仗着十字架誇勝。 

耶穌基督是我一切（世紀 291） 

1.耶穌基督是我一切─生命、喜樂、珍寶； 

  是我每日生活力量，離祂我必跌倒。 

  當我愁苦來就耶穌，無人似祂如此安撫； 

  使我歡欣，愁意盡消，祂是我友。 

2.耶穌基督是我一切，急難之時良友； 

  我到主前求祂施恩，賜我恩福豐厚。 

  主賜日光又賜甘霖，且使禾田豐穀如金； 

  日光甘霖，收割豐盛，祂是我友。 

3.耶穌基督是我一切，我當忠誠相待； 

  恩主對我何等信實，豈忍辜負祂愛？ 

  跟隨主行必無錯誤，因主晝夜保守看顧； 

  願隨主行，晝夜聽命，祂是我友。 

4.耶穌基督是我一切，此外別無愛慕； 

  我信賴主終身不渝，無論遭禍遇福。 

  得此良友人生豐美，與主親近靈命充沛； 

  永生喜樂，恩澤無休，祂是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