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城浸信會

主日聯合崇拜

2020 年 11 月 29 日

讚美三一神的臨在

主日
成年崇拜
早堂 上午 9:00
午堂 上午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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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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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助理 周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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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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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神學生 鄺景星

主題：
主的日子無人知曉

詩 ．《561 願主賜福保護你》． 會

彼此祝福．與主同行
詩篇 詩八十 1-7，17-19
舊約 賽六十四 1-9
新約 林前一 3-9
福音 可十三 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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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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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耀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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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禮崇拜 定於本主日下午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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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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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1 年第一期（1—4 月）主日學 課程已編
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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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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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聖誕節（25/12）聚會
地點：浸聯會小學禮堂
聖誕崇拜（聯合）：上午 10 時正
年終感恩分享會 ：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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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聯合崇拜
(29/11) 早堂 9:00A.M.
成人主日學 10:30A.M.
約瑟團（初中）
主日學 9:30A.M. / 團契 11:45A.M.

1.實體（副堂）：上午九時
2.直播（教會 YouTube 頻道: LSBC in HK）

ZOOM 網上教學

ZOOM 網上聚會

浸禮崇拜 2:30P.M.

荃灣浸信會

奉

早堂

ZOOM 網上聚會

兒童崇拜 11:45A.M.

周三 路得團 （婦女）9:30A.M.
(2/12)
祈禱會 8:00P.M.

事

6/12 主餐主日聯合崇拜

撒母耳團（高中至大專）11:45A.M. 本會副堂

周二
迦勒團 （長者）10:00A.M.
(1/12)

心

本會副堂

午堂

證道

鄺健存牧師

主席

謝焯倫 譚月娥

領詩

利冠穎 伍潔姿

司琴

何浩智 鄭錦曦

讀經

彭惠玲 李彥德

司事

林志卿
周偉文
李錦洪
梁植棠
葉明芝
戴嘉榮
梁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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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滿鵬
洪焯華
關卓斌
陳碧如
梁家麟
溫駿達

周四
(3/12) 樂齡小組 10:00A.M.

本會副堂

周五
(4/12) 成年詩班 8:00P.M.

本會副堂

親子天地 蘇美寶

本會副堂

鮮花擺設

伍妙琼

本會副堂

讀經

可一 1-8

周六 但以理查經小組（弟兄）8:30A.M.
(5/12)
青少詩班 10:00A.M.

佈道員

敬拜小組
B 隊 11:00A.M. / A 隊 3:00P.M.

本會副堂

彼得團 6:30P.M.

ZOOM 網上聚會

梁倩琪 王麗雲
黎玉蓮 李倩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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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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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把入數紙或收據，以《電郵》或《WhatsApp》

奉 獻 (每月目標: $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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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103.00

感

恩

$

2,450.00

鮮

花

$

150.00

匯豐銀行 032-894263-838

神學教育

$

200.00

電郵郵箱： info@lsbc.org.hk

合

計 $

29,903.00

購

堂

$

700.00

$

365,570.20

宣

教

$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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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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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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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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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鑒察我心（That’s Why We Sing）
我是個犯罪者 虧缺了神榮耀 我若放縱自己 便玷污祢的身體
祢卻用性命贖我 今我永遠屬祢 祢讓我白白得救 憑信便得稱義
求主 鑒察我心 求主 祢帶領我一生 我若藐視祢 便提醒我 要敬畏祢一生
求主 鑒察我心 求主 祢賜予我信心 我不看生命 為最寶貴 只看祢是我一切 哈利路亞
願意為祢撇下一切 願意為祢背上十架 願意為祢傾盡所有 求祢為我造清潔心

盼望只在於祢（That’s Why We Sing）
諸天說述是祢鋪張穹蒼 高天之上萬有歸主榮光
祢大愛 祢大能 永深似海 到萬世 到海極 祢名未變改
縱禍困 心苦澀 我也不戰兢 急難裡有祢 祢名是我救拯
我以一生歸向祢 盼望都只在於祢 哪管多艱難 再多崎嶇未會折返
袮是幽谷中祈盼 真光普照配得稱讚 主是我詩歌 高山低谷祢臉光照我
就要單單高舉祢 信望愛竭力傳揚 奉上餅和魚 要傾出所有獻予主
就算遭逼迫控訴 剩低只有流淚禱告 不負這一生 立志 堅守盼望終老

奉獻詩：抓緊（That’s Why We Sing）
張開的一雙手 若放世界湧流 握緊 抓到的似任我享受
但離開水面 水會從指縫流走 抱緊的拳頭 留在虛空裡顫抖
心中空虛孤單 獨祢聽我呼求 儘管 我活得放任與荒謬
是耶穌基督 主降臨心房門口 讓祢開門 迎入豐足至永久
人抓住了很多 其實抓住了甚麼 名利尊貴 誰可有帶走過
直到碰上袮 才發現一生只需主祢一個 讓我抓緊祢 應許 別錯過
祢賜予永生的應許 信靠祢是蒙福確據 讓我一生 都歸給我主
祢是那永活的泉水 醫治我靈魂的破碎 讓我一生 都歸給我主

回應詩：我能痊癒（基恩敬拜）
迷失祢必尋找 被逐祢必領回 受傷祢必纏裹 病了祢必醫治
迷失祢必尋找 被逐祢必領回 受傷祢必纏裹 在主裏我能痊癒
主來尋找我 我在這裏祢看見嗎 受了傷屈膝坐於一角落 主呀來為我療傷
主來扶起我 我在這裏祢聽見嗎 無論我於天邊海角失落時 祢定會來抱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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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十三 24-37）
24 「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
了，月亮也不放光，
25 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
26 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
耀，駕雲降臨。
27 祂要差遣天使，把祂的選民，從四方，從
地極直到天邊，都招聚了來。」
28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
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29 這樣，你們幾時看見這些事成就，也該知
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30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
些事都要成就。
31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32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
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
知道。
33 你們要謹慎，儆醒祈禱，因為你們不曉得
那日期幾時來到。
34 這事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寄居外邦，把
權柄交給僕人，分派各人當作的工，又吩
咐看門的儆醒。
35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
甚麼時候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叫，
或早晨；
36 恐怕他忽然來到，看見你們睡着了。
37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儆
醒！」

證道經文（傳十一 1-8）
1
2
3

4
5

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因為日久必能得
着。
你要分給七人，或分給八人，因為你不知
道將來有甚麼災禍臨到地上。
雲若滿了雨，就必傾倒在地上。樹若向南
倒，或向北倒，樹倒在何處，就存在何
處。
看風的，必不撒種；望雲的，必不收割。
風從何道來，骨頭在懷孕婦人的胎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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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長成，你尚且不得知道；這樣，行萬事之
神的作為，你更不得知道。
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為你不知道那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
或是晚撒的，或是兩樣都好。
光本是佳美的，眼見日光也是可悅的。
人活多年，就當快樂多年；然而也當想到
黑暗的日子。因為這日子必多，所要來的
都是虛空。

教會崇拜安排

麗城浸信會
YouTube 頻道：
LSBC in HK

由下個主日（6/12）開始，本會成年崇拜歸回浸信
會聯會小學禮堂聚會；仍維持早堂（9:00）及午堂
（11:45）；每堂安排座位 120 個；早堂若滿座可到雨
天操場透過直播一同敬拜。崇拜錄影片段於當日崇拜
後上載至本會網頁，歡迎未能參與崇拜的會眾觀看，
以靈以誠敬拜三一真神。會眾亦可透過本會使用的
〝YOUTUBE〞平台參與敬拜。敬請訂閱以獲取通知。
註：崇拜聚會有機會因應最新疫情發展而作出調整，請留意
教會網頁“最新消息”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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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