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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第七主日暨堂慶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六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員：蒙日昇牧師                 讀經：冼文諾先生、黃淑霞姑娘 

領唱：趙燕玲姊妹                 司琴：姚潔愛姊妹 

音響：鄭敬豪弟兄、劉嘉銘執事 

＊＊＊＊＊＊＊＊＊＊＊＊＊＊＊＊＊＊＊＊＊＊＊＊＊＊＊＊＊＊＊＊＊＊＊＊＊＊＊＊＊＊＊＊ 

 【歡聚到主前】  

序    樂 ．．．．．．．．祂是神(世203)．．．．．．．． 眾立 

宣    召 ．．．．．．．．啟示錄5:12-13．．．．．．．． 眾立 

讚美詩歌 

 

．．．．．．．榮耀歸於真神(3頁)．．．．．．．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3頁)，神的帳幕在人間(3頁) 

眾立 

 

讚美祈禱 ．．．．．．．．．．．．．．．．．．．．．． 眾立 

啟應經文 ．．．．．．．．啟示錄7:9-17．．．．．．．． 眾立 

 【聆聽神話語】  

讀    經 ．．．．約翰福音17:6-19，創世記22:1-19．．．． 眾坐 

講    道 ．．．．．．．．堂慶思試驗．．．．．．．． 眾坐 

 【回應主深恩】  

回 應 詩 ．．．．．．．耶和華以勒(4頁)．．．．．．． 眾立 

牧    禱 ．．．．．．．．．．．．．．．．．．．．．． 眾坐 

奉    獻 ．．．．主日獻金(紅袋)，差傳獻金(藍袋)．．．． 眾坐 

 【接受主差遣】  

祝    福 ．．．．．．．．．．．．．．．．．．．．．． 眾立 

報    告 ．．．．．．．．．．．．．．．．．．．．．． 眾坐 

差    遣 ．．．．．．．信徒作主精兵(4頁)．．．．．．． 眾立 

 會畢 ＊ 默禱 ＊彼此問安  
 
司捐：林淡香、李麗卿、劉巧英、林秀香 

      盧翠華、譚順英、鄭燕華、劉蘭英 

招待：林淡香、馬美枝、鄭燕華、劉蘭英、盧翠華、譚順英 

登記：譚鵠翎、馬美卿、江惠君 

親善大使：劉巧英                插花：姚潔愛 

獻花：吳文英家庭、徐琳琅姊妹、林蘭芳姊妹 
『小天使園地』崇拜 

負責導師：周德楠、姜亞嬌(幼稚)、林嘉華(初小)、張美華(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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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經文–啟示錄 5：12-13】 
啟：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 
    頌讚的！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裏、和天地間 
    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 
應：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 
    永遠遠！ 
 
【啟應經文–啟示錄 7：9-17】 
啟：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 
    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 
    拿棕樹枝， 
應：大聲喊着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 
啟：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在寶座前，面伏 
    於地，敬拜神， 
應：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柄、大力都歸 
    與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啟：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哪裏來的？ 
應：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 
    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 
啟：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寶座的要用 
    帳幕覆庇他們。 
應：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 
齊：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 
    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證道筆記： 
 
 
 
 
 

 
 
 

我的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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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頁】 
1. 歡迎首次參加本會聚會的來賓及主內弟兄姊妹。 

2. 感謝中國宣道神學院舊約講師蒙日昇牧師蒞臨證道。 

3. 年會將於崇拜後隨即在禮堂舉行，請會友留步參與。 

4. 2020-21 年度奉獻收據已開始派發，請弟兄姊妹盡快到辦公室的接待

處向幹事廖姑娘領取。 

5. 青少年部將於 7月 4日正式開展大手佈道之「青少年特區」多元學習

奬勵計劃，並於 5 月底開始宣傳。5 月 22、23、29 及 30 日（星期

六、日）將於社區派發宣傳及報名單張。本主日年會後有一簡短聚

會，講解派發單張的安排及需要注意之事項。現誠邀弟兄姊妹參與

有關計劃，在不同崗位服事，包括派發單張，為有關計劃代禱守

望，或擔任導師，一同服事年青人。有意參與事奉的肢體，可於張

貼在青少年部壁報之報名表格上簽名，又或是崇拜後到大堂向甄姑

娘查詢及登記。 

6. 主日學「親密之旅」課程因要訂書需提前報名。此課程為需要促進

家庭關係(夫妻、父母與子女、上一輩)、戀愛和職場人際關係的肢

體而設，提供課堂體驗學習，促進自我成長，建立和諧關係。截止

報名日期：6月 6日 

7. 同工休假：黃姑娘:18/5(二)。 

 

 

 

 
上週出席人數 (2021年5月9日主日崇拜) 

聚會 人數 奉獻類別 金額 
主日崇拜 162 主日獻金 3,254 
崇拜直播 沒有數據 堂費獻金 54,587 
小天使園地 14 感恩獻金 6,147 

主日學(現場/Zoom+直播) 31 慈惠獻金 1,795 
早禱會 6   

週三祈禱會(現場+Zoom) 10+4   
青少年團契Faith 16   

大團 24   
保羅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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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頁】 
為世界祈禱： 

1. 世界的疫情仍然反覆，印度疫情仍非常嚴峻，死亡人數不斷增加。
近日甚至在恒河發現浮屍，懷疑是因當地火化措施不勝負荷所致。
而變種病毒也開始影响鄰近國家:近日尼泊爾疫情急升，連偏遠的珠
穆朗瑪峰也出現確診。求主憐憫，遏止疫情，亦讓各國彼此合作，
攜手一同對抗疫情。 

2. 中東地區出現嚴重軍事衝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近日出現血腥衝
突，巴方向以方發射超過 1500 枚火箭，而以方則派出戰機空襲，造
成多名平民死傷。求主遏止雙方怒火，停止衝突，免得生靈塗炭。 
 

為香港祈禱： 

3. 感恩香港疫情沒有因為變種病毒流入社區而出現大規模爆發，疫情
似乎已受控。求主繼續保守，讓市民不會鬆懈，繼續保持個人衛
生，讓疫情早日過去。 

4. 政府決定全港學校將於 5 月 24 日起恢復半天面授，讓學童能逐步回
復正常學校生活。求主保守，讓學生們能早日適應，也讓學校能做
好各項防疫工作，讓學生在安全的環境中恢復校園生活。 
 

為教會代禱： 

5. 為上帝看顧我們教會 67 個年頭感恩，面對前面的路，求主繼續光照
引領，即使面對挑戰，仍能靠著我們的主，讓教會能活出大使命，
領人歸主，建立門徒。 

6. 感謝主，青少手部「大手佈道」計劃的實質工作即將展開。求主保
守下兩個禮拜街頭派單張，及 6 月份之活動報名。求主為我們預備青
少年，吸引他們進入教會，也預備我們，好好迎接每一個神預備的
生命。 

7. 為下禮拜主日崇拜講員辜偉雄先生預備信息代禱。 
 

為肢體代禱： 

8. 為在身體軟弱中的肢體有從神而來的平安喜樂代禱：陳楚吟(手術後
康復)、鍾少燕(家中康復)、林碧珠(血壓高)、倪文盛(入院)、吳文英
(不夠氣、腳熱)、何敬軒(腎衰竭，等候換腎)。請紀念：許素玉、鄭
秀娟、林美英、胡林長、林惠卿、蔡潔華、梁玉霜、何國素、陳遠
娟、姚秀麗、韓玉萍、翁惜鳯、黃巧娟、楊淑群、李金鳯。 

 

 
 
 

2021 年成人主日學：第二季(4 至 6 月)下主日 9:00 

進深課程 使徒行傳 甄嘉麗姑娘 聚會室 9-10 

長者課程 我要認識耶穌 唐燕虹姊妹 聚會室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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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一覽  

名 稱 內容 / 負責人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早禱會 甄嘉麗姑娘 22/5(六) 8:00am 聚會室1-2 
週三 
祈禱會 

公假暫停 19/5(三) 8:00pm 聚會室9-11 

讚美操 因疫情暫於網上進行 20/5(四) 9:30am 愛秩序灣遊樂場 
羅以團 專題聚會 18/5(二) 2:00pm 聚會室9-10 
保羅團 恆常聚會 22/5(六) 9:30am 聚會室9-12 
路得團 - 23/5(日) 12:15pm 聚會室9-10  

Comfort Zone 
沙畫靈修 
甄嘉麗姑娘 

22/5(六) 5:00 pm 聚會室9-10 

Faith團契 
City Hunting 

甄嘉麗姑娘 黃劍華弟兄 
23/5(日) 10:30am 聚會室9-12 

     

2021年5月23日聖靈降臨節主日崇拜司職人員 
講員：辜偉雄先生                 讀經：辜偉雄先生、洪玉霞姊妹 
領唱：王如雲執事                 司琴：姚潔愛姊妹 
音響：崔嘉謙弟兄、彭永琮弟兄 

司捐：何淑明、丁文華、劉文珍、陳婉賢 
      陳少蘭、吳美娥、余惠卿、江惠君 

招待：江惠君、劉文珍、林秀娟、余惠卿、陳少蘭、吳美娥 

登記：譚鵠翎、馬美卿、何淑明 

親善大使：陳維芬                    插花：譚鵠翎 
『小天使園地』崇拜 

負責導師：苗延莉、蘇詠然(幼稚)、黎名亮(初小)、林嘉華(高小) 
 

教會同工 
成年、崇拜及基教事工 辜偉雄先生 koowaihung@gmail.com 

青少年、宣教及婦女事工 劉秀英姑娘 lausauying@yahoo.com.hk 

兒童、家庭及關顧事工 黃淑霞姑娘 shwlois@gmail.com 

青少年及關顧事工 甄嘉麗姑娘 karencheng1113.kc@gmail.com 

長者及福音外展事工 冼文諾先生 ml_sin57@yahoo.com.hk 

崇拜顧問 蔡好香姑娘 hoheung121@gmail.com 

實習神學生 李奕君姑娘 yickkwan.lee@gmail.com 

教會幹事 廖殷潁姑娘 hkssbc1954@gmail.com 

教會堂役 劉才明先生 2886-3018 
 

筲箕灣潮語浸信會 
筲箕灣南康街十八號康華大廈高層地下 

電話：2886-3018  傳真：2560-0794  電郵：hkssbc1954@gmail.com  
 網址：www.baptistchurc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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