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城浸信會

主日聯合崇拜

讚美三一神的臨在

早

序

樂 ．．．．虔 守 主 日．．．． 眾

立

宣

召 ．．．（詩九十五 6-7）．．． 眾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
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
因為祂是我們的神；
我們是祂草場的羊，是祂手下的民。」

立

早堂 上午 9:00
午堂 上午 11:45

禱

告 ．．．．．．．．．．．．． 主

席

少年崇拜 上午 9:00

讚

頌 ．《393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會

眾

主日
成年崇拜

幼兒崇拜 上午 11:45

領受神的聖言及恩典

幼兒 K.1-K.3 (G05 室)

讀

兒童崇拜 上午 11:45

獻 禱 / 奉 獻 ．．．．《全心獻上》．．．． 為 信 徒 而 設

初小 P.1-P.3 (G08 室)
高小 P.4-P.6 (雨天操場)

證

主日學 上午 10:30
主任牧師

鄺健存

牧師 趙振強

回

經 ．．．（太二十五 31-46）．．． 眾

陳秋芳
岑紹堅
吳以寧
曾敏儀
黎秀明
李秉信
黃建意
朱俊文
楊文嬌
彭惠玲
葉克強
葉詠泉
偉強、潔卿家庭

道 ．．．．〝天國君王〞．．．． 鄺 健 存 牧 師
（太二十五 31-46）
應

詩 ．．．《397 我願作僕人》．．．會

眾

見證及榮耀神的名
歡 迎 / 報 告 ．．．．．．．．．．．． 教 牧 同 工

容志賢(部份時間)

感 恩 代 禱 ．．．．．．．．．．．． 教 牧 同 工

主任助理 周惠玲

堂

坐

吳玉玲

傳道 朱維亮

主席
領詩
司琴
讀經
司事

獻花

《15 主為保障》 《32 萬代之神》

中學生 (副堂 231 室)

基督君王日

2020 年 11 月 22 日

行政幹事 伍潔姿

讚美詩/祝福/阿們頌．．．．．．．．． 眾

立

助理幹事 張慶瑤

散

眾

神學生 鄺景星

會

詩 ．《561 願主賜福保護你 》． 會

彼此祝福．與主同行
主題：
綿羊與山羊

詩篇 詩九十五 1-7
舊約 結三十四 11-16，20-24
新約 弗一 15-23
福音 太二十五 31-46

守望教會
1. 為教會逐步恢復實體崇拜及聚會代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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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善工。
3. 聘牧未能成功，繼續為物色傳道同工禱告；主必預備。
守望肢體
1. 為三位參加浸禮轉入本會肢體感恩；蕭健祈弟兄、
彭欣麗及伍麗貞姊妹，主賜新恩；為五位受浸加入教
會新葡代禱，信心堅固，黃子鋒、毛韋淇弟兄；李玉霞、
麥恩霖、蔡凱因姊妹。
2. 接受治療及康復中肢體/親友：趙振強牧師、盛克昌、
羅偉釗、葉振球、葉詠泉、蘇耀威、楊憲芬、何永好、
葉章景、何麗卿、仇麗嫦、尤明珠、陳婷婷。
3. 眷顧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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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香港及世界各地的疫情、災困及政治動盪
求告主名。信徒興起發光，榮耀主名。

1. 歡迎新來賓 請填寫「來賓留名表」後交回司
事或放置服務台收集箱內。
2. 聯合崇拜 本週「少、成聯合崇拜」
，少年崇
拜直播暫停一次。
3. 為苗淑萍姊妹及林香珍姊妹決志歡欣，信心
堅固。
4. 十一月份會友月會將於本主日下午一時十五
分在本會副堂舉行，請會友準時出席，商討神
家美事。議程已張貼於佈告板上。
5.浸禮崇拜 定於11月29日(主日)下午二時30
分於荃灣浸信會舉行。是次受禮加入教會者
五人，受禮轉會者三人。
6. 主日鮮花奉獻「2021 年鮮花認獻表」已張貼
在大堂壁報板上，同時備妥網上認獻連結，
請選定獻花日期，填上芳名，獻上最美。
（每格為 150 元）
7. 2021 年第一期（1-4 月）主日學課程已編
妥，課程詳情印備參考，請於 13/12（日）
前填妥報名表交回服務台收集箱或透過 QR
CODE 報名。
8. 2021 年教會月曆已印備妥當。請於崇拜後
往服務台領取，每家庭一份。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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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主日聯合崇拜
早堂 9:00A.M.

心

事

奉

29/11 主日崇拜

1.實體（副堂）：上午九時
2.錄播（於教會網頁〝講道重溫〞下載）
www.lsbc.org.hk

早堂
證道

麥樹明牧師

主席

葉家鴻

本會副堂

領詩

敬拜小組

撒母耳團（高中至大專）11:45A.M. 本會副堂

讀經

黎秀明

司事

黎秀明
李秉信
朱俊文
樊國偉
鍾建輝

讀經

可十三 24-37

成人主日學 10:30A.M.
約瑟團（初中）
主日學 9:30A.M. / 團契 11:45A.M.

ZOOM 網上教學

兒童崇拜 11:45A.M.

ZOOM 網上聚會

會友月會 1:15P.M.

本會副堂

周三 路得團 （婦女）9:30A.M.
(25/11)
婦女詩班 12:00P.M.
祈禱會 8:00P.M.

本會副堂
本會副堂
ZOOM 網上聚會
ZOOM ID：241 448 4801 / 密碼：24113666

周五
(27/11) 成年詩班 8:00P.M.

本會副堂

周六 敬拜小組
(28/11) B 隊 11:00A.M. / A 隊 3:00P.M.

本會副堂

青少詩班 5:30P.M.

本會副堂

彼得團 6:30P.M.

實體（本會副堂）+ 網上（ZOOM）

但以理團（弟兄）8:00P.M.

本會副堂

實體崇拜聚會須知：
1.

請提早十五分鐘到達

6.

除主餐外，請勿飲食；教會暫停提供白開水

2.

必須正確佩戴口罩（若有損壞，可向司事領取）

7.

進入禮堂後，隔位就坐，從容不迫

3.

進場前務請測量體溫及清潔雙手

8.

程序表及奉獻封已放置在座位上

4.

發燒或感到不適，應留家中休息

9.

避免身體接觸，保持社交距離

5.

若十四天內曾離港或接觸患者，請留在家中崇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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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及「轉數快」等
電子服務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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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堂、宣教、神學教育、獻
花［註明認獻日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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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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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每月目標: $660,000)
堂

費

$

37,545.10

感

恩

$

6,650.00

鮮

花

$

3,600.00

購

堂

$

200.00

合

計 $

47,795.10

慈

惠

$

6,071.00

$

335,667.20

宣

教

$

500.00

儲備奉獻

辦事處 荃灣海盛路 3 號 TML 廣場 11 樓 D1 室 電話 2414 4848
傳真 2411 3666
電郵 info@lsbc.org.hk
網址 www.lsbc.org.hk

讚美歌辭˙˙˙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世紀 393）
1.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怨恨之中使用祢的愛，
在憂傷之中傳送祢寬恕，在懷疑之中顯出祢信實。
2.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失望之處帶出祢盼望，
在罪惡黑暗發出祢的光，在難過心靈播下祢喜樂。
3.使我作祢和平之子，願寬恕別人好像祢寬恕，
願施與別人好像祢施與，願燃燒生命得永遠生命。
副歌：幫助我不要單單求安慰，更願意努力安慰幫助人，
不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接受愛，更加願意付出愛。

主為保障（世紀 15）
1.上主是我堅固保障，莊嚴雄峻永堅強；祂領導我安穩前航，助我乘風破駭浪。
惡魔盤踞世上，仍謀興波作浪，猖狂狡猾異常，殘暴狠毒難防，陰險絕倫真無雙。
2.我若單憑自己力量，自知斷難相對抗，幸有一人挺身先登，率領着我往前方。
如問此人為誰？乃是基督我王，統管宇宙萬方，自古萬民共仰，定能將群魔掃蕩！
3.群魔雖然環繞我身，向我盡量施侵凌，我不懼怕，因神有旨，真理必使我得勝。
幽暗之君雖猛，不足令我心驚，他怒，我能容忍，日後勝負必分，主言必使他敗亡。
4.主言權力偉大非常，遠勝世上眾君王，聖靈恩典為我所有，因主耶穌在我旁。
親戚、財物可捨，渺小浮生可喪，人或殘殺我身，主道依然興旺，上主國度永久長。

萬代之神（世紀 32）
1.萬代之神，用祢全能聖手，美化穹蒼，舖張錦繡宇宙；
燦爛輝煌，日月星光紛呈；敬向寶座，獻上感恩歌聲。
2.真神慈愛，歷代引導眷顧；在此樂土，安享自由幸福；
願主統領，引導護守安穩；祢言祢道，是我所法所遵。
3.願祢膀臂，永作我眾護衛；免遭災禍，脫離戰爭兇危；
願祢聖道，在眾心中滋長；祢的良善，使我眾享安康。
4.道路艱難，求主甦醒百姓；脫離黑暗，進入永遠光明；
使我生活，蒙主恩愛充滿；頌讚榮耀，歸主直到永遠。

奉獻詩：全心獻上（讚 36）
1.主，我在祢的面前敬拜，我敬拜祢，全能父神；
我在祢寶座前將全心獻上，將全心獻上給我主！
2.我們要坐在主的腳前，我敬拜祂，天上父神；
我在祢寶座前將全心獻上，主，我在祢面前敬拜！
3.向天父舉起我的雙手，舉起我雙手來敬拜；
我在祢寶座前將全心獻上，舉起我雙手來敬拜！

回應詩：我願作僕人（世紀 397）
我願作僕人，柔和謙卑，主，我願扶助孤單軟弱。
我心靈時刻不住地禱告；我願作僕人，我願作僕人，我今天願作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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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經文（太二十五 31-46）
31 「當人子在祂榮耀裏、同着眾天使降臨
的時候，要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
32 萬民都要聚集在祂面前。祂要把他們分
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
般，
33 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
34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
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
所預備的國；
35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
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
36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
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
37 義人就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
見祢餓了，給祢吃；渴了，給祢喝？
38 甚麼時候見祢作客旅，留祢住；或是赤
身露體，給祢穿？
39 又甚麼時候見祢病了，或是在監裏，來
看祢呢？』
40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
麗城浸信會
「宣教事工」分享會
分享嘉賓：甘甘姨姨
日期： 6-12-2020 (主日)
時間：下午 2-4 時
地點：本會副堂
主辦：宣教部及彼達福生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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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46

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
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
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
者所預備的永火裏去！
因為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渴了，你
們不給我喝；
我作客旅，你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
體，你們不給我穿；我病了，我在監
裏，你們不來看顧我。』
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
候見祢餓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
身露體，或病了，或在監裏，不伺候祢
呢？』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
事你們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
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那些義人要往永
生裏去。」

教會崇拜安排
各位平安！鑒於聯會小學學生受到上呼吸道感染人數增加，
學校按指引即時停止面授課程至少七天，等候檢查結果再行
決定。所以今個主日(22/11)開始，我們暫時未能使用學校進
行崇拜及聚會。本主日崇拜將會移至副堂進行，但只能安排
9:00 早堂；午堂暫停；教會亦會將主日崇拜錄影片段儘快上
載至網頁，供未能參與會眾在家崇拜；其他聚會按個別情況
自行安排。11 月份月會如期安排在副堂舉行，時間定為下午
1:15 ；請各位留意。謝謝！（事出突然，安排欠缺周全，敬
請見諒）

關懷慈善（會外）奉獻
為遵從神的心意，回應社會需要和避免與現有慈惠奉獻混淆，值理會通過成立此項奉獻事工，並由 5 名值
理組成委員會，進行管理。
使命：【箴言三 27】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因著聖經的教訓，
我們走入社區關愛人群。
服務範疇：
●
以機構/組織/特定群體為合作對象，可以多於一個，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
合作對象，由委員或會友向此委員會提案。
●
合作對象主要與麗城浸信會有共同信念 / 信仰 / 價值觀等。
●
主要以共同合作為本，非單純金錢捐獻，也可以是多次 / 恆常性的合作。
●
鼓勵會眾踐行聖經教導，一同參與服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