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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第二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員：蔡好香博士                   讀經：吳艷珍姊妹、辜偉雄牧師 

領唱：姚潔愛姊妹                   司琴：李奕君姑娘 

音響：彭永琮弟兄、崔嘉謙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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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聚到主前】  

序    樂 ．．．．．．．．祂是神(世203)．．．．．．．． 眾立 

宣    召 ．．．．．．．．．啟示錄5:13．．．．．．．．． 眾立 

讚美詩歌 

 

．．．．．．．榮耀神羔羊(3頁)．．．．．．． 
十架的愛(3頁)，永恆國度(3頁) 

眾立 

 

讚美祈禱 ．．．．．．．．．．．．．．．．．．．．．． 眾立 

啟應經文 ．．．．．．．．．詩篇47．．．．．．．．． 眾立 

 【聆聽神話語】  

讀    經 ．．．使徒行傳5:27-32，路加福音24:13-49．．． 眾坐 

講    道 ．．．．．．．轉化生命的旅程．．．．．．． 眾坐 

 【回應主深恩】  

回 應 詩 ．．．．．．．．愛中相遇(4頁)．．．．．．．． 眾立 

牧    禱 ．．．．．．．．．．．．．．．．．．．．．． 眾坐 

奉    獻 ．．．．主日獻金(紅袋)，神學培才(藍袋)．．．． 眾坐 

 【接受主差遣】  

祝    福 ．．．．．．．．．．．．．．．．．．．．．． 眾立 

阿 們 頌 ．．．．．．．．．．．．．．．．．．．．．． 眾立 

報    告 ．．．．．．．．．．．．．．．．．．．．．． 眾坐 

差    遣 ．．．．．．．．因祂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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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少蘭、吳美娥、余惠卿、江惠君 
招待：江惠君、余惠卿、吳美娥、陳少蘭、劉文珍、林秀娟 
登記：譚鵠翎、馬美卿、何淑明 

親善大使：陳維芬                插花：江惠君 
獻花：胡燕芳家庭、林少卿姊妹 

『小天使園地』崇拜 
負責導師：周德楠(幼稚)、黎名亮(初小)、張美華(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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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經文–啟示錄 5：13】 
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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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和羔羊 
    ，直到永永遠遠！」 
  
【啟應經文–詩篇 47】 
啟：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神呼喊！ 
應：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啟：他叫萬民服在我們以下，又叫列邦服在我們腳下。 
應：他為我們選擇產業，就是他所愛之雅各的榮耀。 
啟：神上升，有喊聲相送；耶和華上升，有角聲相送。 
應：你們要向神歌頌，歌頌！向我們王歌頌，歌頌！ 
啟：因為神是全地的王；你們要用悟性歌頌。 
應：神作王治理萬國；神坐在他的聖寶座上。 
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作亞伯拉罕之神的民。因為世界的盾牌是屬 
    神的；他為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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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月會將於今天崇拜後假禮堂舉行，請會友一同參與，關心教

會。 

3. 靈修月刊《豐盛人生》五月號已送抵教會，請已訂購的弟兄姊妹登

記領取。 

4. 2021-22 年度奉獻收據於今天開始派發，請在辦公室的接待處向幹事

廖姑娘領取。 

5. 政府已宣佈於 4 月 21 日起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教會已於 4 月 21 日回

復正常開放。各聚會安排請聯絡負責同工或致電教會查詢。由於法

例規定，進入宗教處所需要以疫苗通行證登記，請各位弟兄姊妹按

法例的相關要求作好準備。 

6. 基教部將於5月9日(一)(公眾假期)假沙田道風山聖堂舉行退修日營，

主題為「混亂中的平靜」。是次退修日營將由生命福音事工協會總幹

事劉文亮牧師主領。詳情請留意教會網頁，現已開始接受網上報

名，並於教會恢復聚會後，於大堂報名。費用 40 元，名額 35 位。 

7. 會友余自吟姊妹於 3 月 22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將於 4 月 25 日(一)早

上 10:30 假萬國殯儀館 401 室舉行。 

8. 羅以團將於 6 月份恢復實體聚會，請團友們留意。 

 

 

 

上週出席人數 (2022年4月17日主日崇拜) 
聚會 人數 聚會 人數 

主日崇拜 15 早禱會(Zoom) - 
崇拜直播 76 祈禱會(Zoom) 19 

小天使園地(Zoom) 6 Faith團契(Zoom) 10 
主日學(Zoom) 19 頌恩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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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頁】 
為世界祈禱： 

1. 俄烏戰爭已接近兩個月，造成大量的傷亡及破壞。而且戰事更觸發
世界不同陣營之間的張力，急速升溫。無論在聯合國及最近之G20峰
會，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對峙局面。有分析員更以「第一次世界經濟
大戰」來形容當下處境。求主憐憫，平息戰事，停止人命傷亡；也
求主掌管不同領袖的心，叫各人能盡領導者當盡的本份。 

2. 上海疫情仍然嚴峻，求主保守有關當局能有效控制疫情；從新聞報
導中也看見當地市民因著防疫措施而出現不同的情緒，求主安慰，
並賜他們忍耐的心，也讓他們看見人的限制，可以懂得尋找真正盼
望之源。 

為香港祈禱： 

3. 政府已逐步放寬社交距離限制，並推出不同措施以協助相關行業恢
復運作，求主讓資源用得其所，讓社會逐步回復正常，叫市民能重
回正常生活，亦讓因疫情失業、就業不足者能重新正常就業，重拾
生計。 

4. DSE 已於 4 月 22 日開考，當局已作出一系列措施讓染疫或被列作緊
密接觸者的考生仍可應考。求主保守，讓各措施能有效執行，叫整
個考試過程順利。又保守各考生能順利完成考試，並能在考試中反
映學習的成果。 

為教會代禱： 

5. 為教會重新開放後的各項安排禱告，求主興旺弟兄姊妹的心，珍惜
能返回教會一同聚會，一同敬拜的機會，叫我們能在真實的群體信
仰生活中，彼此勉勵，一同成長，建立合神心意的屬靈生活。 

6. 為 5 月 9 日之退修日營禱告，求主保守講員劉文亮牧師之預備，也預
備弟兄姊妹的心，能準備好心靈，一同在安靜中操練，學習更深的
經歷主的同在，能在當下混亂的世代中，在靈裏得著平靜。 

7. 為下禮拜主日崇拜講員陳之虎博士預備信息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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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麗珍(醫院留

醫)、陳楚吟(在家休養)、鍾少燕(在家休養)、林碧珠(血壓不穩定)、
吳文英(不夠氣、腳熱)、何敬軒(腎衰竭，等候換腎)、吳慧兒(身體康
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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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淑德。 

 
 
 
 

2022 年成人主日學：第二季(4 至 6 月)下主日 9:00 

核心課程 教會歷史簡介 李奕君姑娘 聚會室 1-2 

進深課程 成長多面睇 黃淑霞姑娘 聚會室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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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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秀英姑娘 30/4(六) 8:00am 聚會室1-2 
週三 
祈禱會 

冼文諾先生 27/4(三) 8:00pm 聚會室9-11 

讚美操 因疫情暫於網上進行 28/4(四) 9:30am 愛秩序灣遊樂場 
羅以團 -- 26/4(二) 2:00pm 聚會室9-10 
保羅團 -- 30/4(六) 9:30am 聚會室9-11 

路得團 
食材保健方法 
講員：林醫師 

1/5(日) 12:00pm 聚會室9-10 

Comfort Zone 活動週 30/4(六) --- --- 

Faith團契 
戶外活動 

李建業執事 丁文馨姊妹 
1/5(日) 10:30am 聚會室9-10 

     

2022年5月1日復活期第三主日崇拜司職人員 
講員：陳之虎博士                 讀經：陳維芬姊妹、曾振強弟兄 
領唱：辜偉雄牧師                 司琴：李奕君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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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筱萍、馬美枝、翁燕玉、方奕珍 

登記：譚鵠翎、馬美卿、江惠君 

親善大使：李麗卿                  插花：鄭燕華 
『小天使園地』崇拜 

負責導師：蘇詠然、吳美娥(幼稚)、林嘉華(初小)、葉鳳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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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好香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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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