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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期第二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五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員：李奕君姑娘                 讀經：黃秀美姊妹、王如雲執事 
領唱：趙燕玲姊妹                 司琴：區廸敏姊妹 
音響：鄭敬豪弟兄、劉嘉銘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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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聚到主前】  

序    樂 ．．．．．．．．．耶穌基督．．．．．．．．． 眾立 

宣    召 ．．．．．．．．詩篇105:1-4．．．．．．．． 眾立 

讚美詩歌 
 

．榮耀是主聖名(3頁)，祢是我惟一的倚靠(3頁)．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3頁) 

眾立 
 

讚美祈禱 ．．．．．．．．．．．．．．．．．．．．．． 眾立 

啟應經文 ．．．．．．．．詩篇40:1-11．．．．．．．． 眾立 

 【聆聽神話語】  

讀    經 ．．．．以賽亞書49:1-7，約翰福音1:29-37．．．． 眾坐 

講    道 ．．．．．．神的啟示，人的回應．．．．．． 眾坐 

 【回應主深恩】  

回 應 詩 ．．．．．．．．神的恩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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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們 頌 ．．．．．．．．．．．．．．．．．．．．．． 眾立 

報    告 ．．．．．．．．．．．．．．．．．．．．．． 眾坐 

差    遣 ．．．．．．每天每刻獻上為祢(4頁)．．．．．． 眾立 
 會畢 ＊ 默禱 ＊彼此問安  

 
司捐：林淡香、周嬋燕、劉巧英、李麗卿 
      盧翠華、譚順英、鄭燕華、劉蘭英 
招待：林淡香、周嬋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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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使園地』崇拜 
負責導師：黃永艷、林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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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經文–詩篇 105：1-4】 
啟：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 
應：要向他唱詩歌頌，談論他一切奇妙的作為！ 
啟：要以他的聖名誇耀！尋求耶和華的人，心中應當歡喜！ 
應：要尋求耶和華與他的能力，時常尋求他的面。 
 
【啟應經文–詩篇 40：1-11】 
啟：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他垂聽我的呼求。 
應：他從禍坑裡、從淤泥中、把我拉上來、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 
    使我腳步穩當。 
啟：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讚美我們神的話，許多人必看見而懼怕 
    、並要倚靠耶和華。 
應：那倚靠耶和華、不理會狂傲和偏向虛假之輩的、這人便為有福 
    。 
啟：耶和華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並你向我們所懷的意念甚多 
    、不能向你陳明，若要陳明、其事不可勝數。 
應：祭物和禮物、你不喜悅，你已經開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贖罪祭 
    ，非你所要。 
啟：那時我說，看哪，我來了，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應：我的神啊，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裡。 
啟：我在會中宣傳公義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華啊， 
    這是你所知道的。 
應：我未曾把你的公義藏在心裡，我已陳明你的信實、和你的救恩 
    ，我在大會中未曾隱藏你的慈愛，和誠實。 
齊：耶和華啊，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願你的慈愛和誠實， 
    常常保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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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月刊《豐盛人生》2 月號已送抵教會，請已訂購肢體登記領取。 

3. 差傳祈禱會於 1 月 18 日(三)，晚上 8:00，邀請差傳事工聯會同工陳

慧思傳道，蒞臨本會分享該會之本地跨文化的教育及事工推動，誠

邀弟兄姊妺預留時間出席。 

4. 新春崇拜將於 1 月 22 日(主日)舉行，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一同在

農曆年的第一天，以敬拜開始新的一年。 

5. 由於 1 月份第 4 主日為大年初一，1 月份月會將順延一週舉行。請各

會友留意。 

6. 復活節浸禮將於 4 月 9 日舉行，未受浸之弟兄姊妹欲接受浸禮者，

請於禮堂外索取「受浸申請表」，填妥後交回辦公室；欲轉會之友會

肢體，也可使用「轉會申請表」。如有查詢請聯絡辜牧師。 

7. 新春將至，教會預備了少量揮春，可於大堂外自由索取。 

8. 「新春感恩」獻花於今日截止報名，有意者請於壁報板登記。 

9. 農曆新年將至，教會現尚餘少量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新春紅封”

供會友購買，欲購從速，售價每包$12 (25 個)。 

10. 黃偉忠先生(黃淑霞姑娘弟弟)於 1 月 1 日離世，安息禮將於 1 月 20

日(下週五)晚上 7:30 假紅磡世界殯儀館三樓明樂堂舉行，請迦南詩

班準備。 

11. 下禮拜六(21/1)為年三十，教會將會提早於下午 2 時暫停開放。 

12. 同工休假：明哥:18/1(三)。 

 

 

上週出席人數 (2023年1月8日主日崇拜) 
聚會 人數 奉獻類別 金額 

主日崇拜 157 主日獻金 3,975 
直播 15 堂費獻金 87,490 

小天使園地 14 感恩獻金 16,880 
主日學 26 慈惠獻金 2,426 
早禱會 5 新年感恩 8,200 

祈禱會(現場+Zoom) 8+11 新年鮮花 2,400 
Faith團契 8 主日鮮花 100 
路得團 9 12月31日奉獻  

  堂費獻金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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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頁】 
為世界祈禱： 

1. 中國內地已於 1 月 8 日起恢復通關，但多國要求來自中國及港澳地區
旅客提供陰性證明，也限制航班使用的機場，而中方亦暫停批核一
些地區之簽證。求主保守，讓各地政府能在入境限制措施上平衡各
方面的需要，避免過度政治化。 

2. 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警告，變種病毒 Omicron XBB 的罕有變異更
易產生可避過人體免疫反應的免疫逃脫現象，令它更具傳染性。求
主保守，願持續多時的疫情早日受控。 

為香港祈禱： 

3. 確診數字雖已回落，但醫院人手及病床仍然緊張，急症室輪候時間
極長，而市民亦因著對疫情恐慌出現搶藥潮。求主賜政府相關官員
智慧與能力，作出最好的安排及調配，讓有需要的病人得著適切的
照顧。 

為教會代禱： 

4. 繼續為新一屆執事會禱告，求主保守新加入執事團隊的新執事得力
事奉，也讓在新崗位服事的執事能得主亮光，並讓整個執事團隊能
與教牧同工彼此配搭，帶領教會行在合神心意的路上。 

5. 為青少年事工禱告，青少年部現正融合神學院按我們現在的情況提
供的意見，設計新一輪計劃，好讓參與的年青人能更深入接觸信
仰，走在信主的路上。也求主為我們預備更多青少年導師，牧養我
們的下一代。 

6. 為神供應教會禱告：可能受到移民及經濟環境變差的因素影响，上
年度教會全年收支錄得赤字。求主賜我們信心，相信祂必供應我們
一切所需，完成祂託付我們的使命。 

7. 為下禮拜主日崇拜講員辜偉雄牧師預備信息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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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慧兒(完成第

三針)、鍾少燕(在家療養)、林碧珠(血壓穩定)、何敬軒(腎衰竭，等
候換腎)、何美歡(血壓高、腳無力)。 

9. 黃姑娘之弟弟黃偉忠先生的安息禮訂於1月20日晚7:30於世界殯儀館
三樓明樂堂舉行，請繼續為黃姑娘的家人禱告，求主安慰扶持。 

10. 近日多了不少肢體染疫。求主保守醫治。 
 
 
 

 
 
 

2023 年成人主日學：第一季(1 至 3 月)下主日 9:00 

長者班 我要學習成長 鄒激執事 聚會室 13-14 

進深課程 箴言 辜偉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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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六) 8:00am 聚會室1-2 
週三 
祈禱會 

劉秀英姑娘 18/1(三) 8:00pm 聚會室9-11 

讚美操 因疫情暫於網上進行 19/1(四) 9:30am 愛秩序灣遊樂場 

羅以團 
生日週 

負責人：鄭燕華姊妹 
主席：林秀香姊妹 

17/1(二) 2:00pm 聚會室9-10 

保羅團 - 21/1 (六) 9:30am 聚會室9-11 
路得團 - 22/1(日) 12:00pm 聚會室9-10 

Faith團契 寫揮春．慶新春 22/1(日) 10:30am 聚會室9-11 
     

2023年1月22日新春主日崇拜司職人員 
講員：辜偉雄牧師              讀經：劉秀英姑娘、冼文諾先生 
領唱：王如雲執事              司琴：丁上正弟兄 
司鼓：鄭兆邦弟兄              音響：崔嘉謙弟兄、彭永琮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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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娟、余惠卿、陳少蘭、吳美娥、劉文珍 
登記：譚鵠翎、馬美卿、江惠君 

親善大使：陳維芬             插花：梁寶儀 
『小天使園地』崇拜 

負責導師：周德楠、張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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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及崇拜事工 李奕君姑娘 yickkwan.le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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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神學生 鄺榮耀先生 jasmined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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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