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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員：黃克勤牧師             讀經：鄭敬凱執事、洪玉霞姊妹 

領唱：王如雲執事             司琴：丁上正弟兄、區廸敏姊妹 

鼓手：鄭兆邦弟兄             音響：崔嘉謙弟兄、鄭敬豪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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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聚到主前】  

序    樂 ．．．．．．．主在聖殿中(世544)．．．．．．． 眾立 

宣    召 ．．．．．．啟示錄1:5下-6、5:13下．．．．．．  眾立 

讚美詩歌 
 

．．．．．．耶穌配得至聖尊榮(3頁)．．．．．．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3頁)，祢的公義如光(3頁) 

眾立 
 

讚美祈禱 ．．．．．．．．．．．．．．．．．．．．．． 眾立 

啟應經文 ．．．．．．．詩篇72:1-7,17-19．．．．．．． 眾立 

 【聆聽神話語】  

讀    經 ．以斯帖記7:1-6,9-10；9:20-22，馬可福音11:12-23． 眾坐 

講    道 ．．．．．．．獻上整棵無花果．．．．．．． 眾坐 

 【回應主深恩】  

回 應 詩 ．．．．．．．．立志擺上(4頁)．．．．．．．． 眾立 

牧    禱 ．．．．．．．．．．．．．．．．．．．．．． 眾坐 

奉    獻 ．．．．．．．．．主日獻金．．．．．．．．． 眾坐 

 【接受主差遣】  

祝    福 ．．．．．．．．．．．．．．．．．．．．．． 眾立 

報    告 ．．．．．．．．．．．．．．．．．．．．．． 眾坐 

差    遣 ．．．．．．．．差遣我(4頁)．．．．．．．． 眾立 

 會畢 ＊ 默禱 ＊彼此問安  
 
司捐：何淑明、丁文華、劉文珍、林秀娟 
      劉巧英、吳美娥、余惠卿、江惠君 
招待：江惠君、林秀娟、余惠卿、劉巧英、劉文珍、吳美娥 
登記：馬美卿、梁寶儀、何淑明 

親善大使：陳維芬                插花：姚潔愛 
獻花：胡燕芳家庭 

『小天使園地』崇拜 
負責導師：蘇詠然、宋穎妮(幼稚)、黎名亮(初小)、陳雅儀(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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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經文–啟示錄 1：5 下-6、5：13 下】 
啟：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又使我們成為國民， 
    作他父神的祭司。 
應：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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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72：1-7, 17-19】 
啟：神阿，求你將判斷的權柄賜給王，將公義賜給王的兒子。 
應：他要按公義審判你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 
啟：大山小山，都要因公義使民得享平安。 
應：他必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窮乏之輩，壓碎那欺壓人的。 
啟：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要敬畏你，直到萬代。 
應：他必降臨，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潤田地。 
啟：在他的日子，義人要發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長存。 
應：他的名要存到永遠，要留傳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萬國要稱 
    他有福。 
啟：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齊：他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永遠。願他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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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黃克勤牧師今天蒞臨證道，帶來上主寶貴信息。 
3. 九月份月會將於崇拜後假禮堂舉行，請會友留步參與，關心教會。 

4. 靈修月刊《豐盛人生》十月號已送扺教會，請已訂購肢體於辦公室

登記領取。 

5. 第四季主日學接受報名，今天截止。課程請參閱附頁。各肢體可於

主日學部壁佈板填寫報名。查詢請聯絡李建業執事或辜牧師。 

長者班  我要學習聖經   鄒激執事 

進深課程  以賽亞書(二)   辜偉雄牧師 

6. 崇拜部於 10 月 1 日(國慶假期)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 假播道神學院舉

行「崇拜事奉人員退修會」，邀請所有於崇拜有份參與事奉者參加。

可於崇拜部壁報上報名，最後今天，詳情請向崇拜部部長王如雲執

事或辜牧師查詢。已報名肢體請於本週五上午十時前自行到達播道

神學院(港鉄美孚站 B 出口)。 

7. 下一階段青少年特區將於十月開始，現時已有超過五十位參與中的

青少年報名繼續參加，另外還有四十多位街坊等候安排。現正急需

弟兄姊妹加入「成長時段工作人員」及「課堂助理」，請有回應上帝

呼召者，於青少年特區壁報上報名。詳情可向甄姑娘或曾日暉執事

查詢。 

8. 10 月 3 日(下主日)崇拜將舉行浸禮，為唐美蓮姊妹施浸。 

9. 10 月 1 日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10. 同工休假：劉姑娘:30/9(四)；2/10(六)、甄姑娘:29/9(三)、冼生:29-

30/9(三-四)、明哥:29-30(三-四)。由於明哥於 30/9 休假，教會晚上未

有聚會，教會當天將於下午五時暫停開放。 

 
上週出席人數 (2021年9月19日主日崇拜) 

聚會 人數 奉獻類別 金額 
主日崇拜 180 主日獻金 4,065 
崇拜直播 10 堂費獻金 30,400 
小天使園地 25 感恩獻金 155 
主日學 33 差傳獻金 5,282 
早禱會 6 青少年事工 1,000 

週三祈禱會(現場+Zoom) 公假暫停   
青少年團契Faith 19   

頌恩組 8   
青少年特區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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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頁】 
為世界祈禱： 

1. 全球確診人數已突破 2.3 億，共有 471 萬人不治。現時確診案例中，

不少都已接種疫苗，顯示現時已研發的疫苗不足以完全停止疫症拓

散；而一些正採取「與病毒共存」之地區，疫情也再次出現爆發。

求主憐憫，為我們開一條出路，並讓世人醒覺，知道自己的有限，

能回轉倚靠主。  

為香港祈禱： 

2. 政府降低了青少年接種疫苗之要求，讓學校可以更容易全日復課。

現時已有 31 間中學申請。求主保守這些學校能做好各項措施，讓學

童在安全的情況下回復正常學習生活。也求主繼續保守本港疫情，

讓各方面的運作可以逐步回復正常。 

為教會代禱： 

3. 為下主日崇拜中的浸禮代禱，求主保守整個過程順利。也為唐美蓮

姊妹禱告，求主讓她在接受浸禮後在教會繼續成長，榮耀主名。 

4. 繼續為青少年外展事工發展禱告：現時已有接近六十位青少年報名

下一階段活動，已接近滿額。求主保守負責同工及部員能作最合適

的安排。面對極大的需要，求主興起更多弟兄姊妹加入服事行列，

在不同崗位中服事進入教會的街坊。  

5. 繼續為福袋計劃跟進工作禱告。我們將於 27/9(一)致電各曾表達有興

趣參與的家長，邀請他們參與「開心媽咪 Club」。求主親自感動家長

們願意參與，並保守 10 月 8 日第一次聚會，讓我們能帶給家長們最

美好的禮物，讓他們得聞福音。 

6. 為下禮拜主日崇拜講員甄嘉麗姑娘預備信息代禱。 

為肢體代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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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康

復)、鍾少燕(傷患康復)、林碧珠(血壓平穩)、吳文英(不夠氣、腳

熱)、何敬軒(腎衰竭，等候換腎)。請紀念：吳慧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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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10 至 12 月)下主日 9:00 

進深課程 以賽亞書(二) 辜偉雄牧師 聚會室 9-12 

長者課程 我要學習聖經 鄒激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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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偉雄牧師 2/10(六) 8:00am 聚會室1-2 
週三 
祈禱會 

黃淑霞姑娘 29/9(三) 8:00pm 聚會室9-11 

讚美操 因疫情暫於網上進行 30/9(四) 9:30am 愛秩序灣遊樂場 
羅以團 -- 28/9(二) 2:00pm 聚會室9-10 
保羅團 -- 2/10(六) 9:30am 聚會室9-12 

路得團 
戶外週 

主席：何淑明姊妹 
3/10(日) 12:15pm 聚會室9-10  

Comfort Zone 
查經 

李奕君姑娘 
2/10(六) 5:00 pm 聚會室9-10 

Faith團契 
DISC知己知彼 一同成長 

楊麗紅姑娘 
3/10(日) 10:30am 聚會室9-10 

     

2021年10月3日主日崇拜司職人員 
講員：甄嘉麗姑娘                 讀經：林淡光弟兄、劉秀英姑娘 
領唱：鮑顯慧姊妹                 司琴：林祖儀姊妹 
音響：司徒國樑執事、黃劍華弟兄 

司捐：陳維芬、翁燕玉、黃美珍、馬美枝 
      胡筱萍、林秀香、方奕珍、江淑蘭 

招待：陳維芬、江淑蘭、方奕珍、馬美枝、胡筱萍、翁燕玉 

登記：譚鵠翎、馬美卿、江惠君 

親善大使：林秀香                插花：鄭燕華 
『小天使園地』崇拜 

負責導師：蘇詠然、苗延莉(幼稚)，黎名亮、吳美娥(初小)，張美華(高小) 
 

教會同工 
成年、崇拜及基教事工 辜偉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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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