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題：齊來作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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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曆二零二零年三月八日
主
領
司

席： 王文彥執事
詩： 敬拜隊
琴： 敬拜隊

講
員： 蕭家樂傳道
當值執事： 王文彥執事
音
響： 譚偉鵬弟兄

司

事： 姚顥弘弟兄
薛玉萍姊妹
黎錦華姊妹

1 靜默【憐憫】-----------------------------------------------------------敬 拜 隊
此刻步進主聖所 唯求遇到恩主聖光 清心等基督同在 唯一心所盼
2 預苦期默想【珍惜救恩】(第二主日) --------------------------------唱詩【呼求祢憐憫】詞、曲：施弘美【版權屬 生命河靈糧堂 所有】
祢知道我的軟弱 祢用聖靈的大能來堅固我
祢的恩惠和慈愛為我預備
祢信實極其廣大 祢的憐憫不至斷絕 滿有恩典
我尋求祢 仰望祢的榮面
我呼求祢憐憫 我呼求祢恩典 我抓住祢應許 堅定倚靠祢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我呼求祢憐憫 我呼求祢恩典
祢同在不離開 聖靈扶持我 祢是我拯救

主

領

「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翰福音 1:29)
「耶和華啊，求你顧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產業受羞辱。」(約珥書 2：
17)

我呼求祢憐憫 我呼求祢恩典 我抓住祢應許 堅定倚靠祢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我呼求祢憐憫 我呼求祢恩典
祢同在不離開 聖靈扶持我 祢是我拯救
3 宣召【出埃及記 15 章 2 節】（眾立） --------------------------------

主

席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我的詩歌，也成了我的拯救。
這是我的神，我要讚美他，是我父親的神，我要尊崇他。
4 頌唱【祢是王】詞：鄭楚萍 曲：吉中嗚【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所有】------------- 敬 拜 隊
神祢極偉大 萬有都歸祢 主宰一切 祢是王
尊貴主 我景仰 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
5 祈禱 ---------------------------------------------------------------------------- 主

席

6 頌唱【憐憫】詞: 麥濬思曲: Robert & Lea Sutanto【版權屬 Milk&Honey Worship 所有】------------- 敬 拜 隊
此刻步進主聖所 唯求遇到恩主聖光 清心等基督同在 唯一心所盼
請主天天加信心 熊熊靈火充滿我心 肅清心底的暗面 從心中
從所想 神觸摸 榮光中 重整我一生 憐憫大愛祢施展 求祢讓我歷奇事
行祢義裡的公理 遍蓋這地 澎湃大愛祢傾倒 求祢讓我歷奇妙
願祢的天國終得彰顯於這都市

7 獻唱【醫治這都市】譯詞: 梁臻階 曲: Trish Morgan、Ray Goudie、Ian Townend、Dave Bankhead ------ 敬 拜 隊
【版權不詳】

主施展你能力 賜下聖靈 深心之內渴想主基督
醫好傷痛 擠迫都市 靠着你令眾心甦醒
體恤 醫療 醫好傷痛 保守心靈 （一心）盼這城市得主眷顧
心中傾聽主聲 接近聖靈 深心之內渴想眾心傾
伸張公正 虛己寬恕 叫喚你讓眾心甦醒
8 頌唱【安靜】詞: 曲:【版權屬 約書亞 所有】------------------------------------------ 敬 拜 隊
藏我在 翅膀蔭下 遮蓋我 在祢大能手中
當大海翻騰波濤洶湧 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 祢仍作王在洪水中 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我靈安息 在基督裡 祢大能 使我安然信靠
9 讀經【約拿書 1:17-2:10】------------------------------------------------ 主
席
1:17 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三日三夜。
2:1 約拿在魚腹中禱告耶和華他的神，2 說：
「我遭遇患難求告耶和華，
你就應允我；從陰間的深處呼求，你就俯聽我的聲音。3 你將我投下深
淵，就是海的深處；大水環繞我，你的波浪洪濤都漫過我身。4 我說：
『我從你眼前雖被驅逐，我仍要仰望你的聖殿。』5 諸水環繞我，幾乎
淹沒我；深淵圍住我，海草纏繞我的頭。6 我下到山根，地的門將我永
遠關住。耶和華我的神啊，你卻將我的性命從坑中救出來。7「我心在
我裏面發昏的時候，我就想念耶和華。我的禱告進入你的聖殿，達到你
的面前。8「那信奉虛無之神的人，離棄憐愛他們的主；9 但我必用感
謝的聲音獻祭與你。我所許的願，我必償還。救恩出於耶和華。」10
耶和華吩咐魚，魚就把約拿吐在旱地上。
10 講道【救恩出於耶和華】---------------------------------------------- 蕭家樂傳道
11 回應詩【恢復我】詞/曲:李藹兒 Brenda【版權屬 Son Music 新音樂敬拜創作 所有】------------

敬 拜 隊

孤單懼怕的心 今天願交給主祢 是祢的恩典與愛 讓我可得到安慰
憂傷破碎的心 今天願交主手裏 是祢的鞭傷與痛 讓我可得以痊癒
一. 醫治我心 在祢的同在裡 讓我躺於祢懷裡 我心知道祢是我神
恢復我心 在祢的榮耀裏 讓我得見祢榮美 我的傷處 必得以復原
(我的心意 全然降服於祢)
我靈甦醒 要尊祢名為聖 我靈歌唱 要頌讚祢的名
盼用此生 成就祢的旨意 我願 為祢再奔跑
讓我躺於祢懷裡 讓我得見祢榮美 我心知道 祢是我的主
二. 醫治我心 在祢的同在裡 讓我躺於祢懷裡 被祢的愛觸摸我靈
三. 恢復我心 讓我如鷹展翅 讓我得見祢榮美 我的心意 全然降服於祢

12 奉獻禱告 ------------------------------------------------------------------

主

席

13 歡迎報告 ------------------------------------------------------------------

當值執事

14 牧禱 ------------------------------------------------------------------------- 林廣乾牧師
15 讚美詩

-----------

詞:Thomas Ken 曲: Genevan Psalter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主

席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 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 同心讚美父子聖靈 阿們。
16 祝福 ------------------------------------------------------------------------ 林廣乾牧師
彼此祝福
【願主愛圍繞您】
曲、詞：鄧淑儀、陳玉彬【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願天父上帝的慈愛 常與您們同在
願平安恩惠天天加給您 喜樂恩典圍繞您
願您每天快樂 身心愉快 健康與您常在
祝福您 福杯滿溢 耶穌永遠陪伴您

家事分享
2020 年 3 月 8 日
1. 歡迎與我們一起敬拜之新朋友。崇拜後請留步，彼此關心及分享信仰。
2. 由上週起一連六個星期，崇拜環節中會加插預苦期默想，盼能讓我們預備好
心靈去記念主的受苦，思念祂對我們的愛。
3. 中心現招聘幹事，負責策劃及推展婦女及家庭活動、帶領小組，對傳福音有
負擔；中學畢業或以上，熟悉中英電腦文書操作；性格主動成熟、具團隊精
神，亦能獨立處事，需輪班。有意者請繕履歷、要求待遇、得救見証等資料
交「中心主任」
。
4. 長貴的哥哥長顯弟兄之安息禮，將於 3 月 13 日（五）上午 9:30 假大圍寶福
紀念館 2 樓 2D 寶華堂舉行，隨後奉移往大圍富山火葬場舉行火葬禮。
5. 現時疫情嚴峻，為保持衛生，防止病菌感染，請各位弟兄姊妹來到教會時以
消毒液洗手及檢測體溫等，並且必須配帶口罩；如身體不適、咳嗽、發燒等
應留在家中休息。由於武漢肺炎潛伏期一般為 14 天，期間亦可能沒有徵狀，
因此，若肢體曾返大陸旅遊或探親，回港後 必須 先進行自我隔離 14 天後，
才參與公眾及教會活動。此外，若居住於確診個案居住大廈名單者，亦須自
我隔離至家居檢疫最後日期為止。此外，為儘量減少互動活動，現時教會除
主日成人崇拜及聖餐外，其餘聚會全面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若弟兄姊妹
因而未能來到教會參與敬拜，教會已設有網上同步直播，好讓肢體們仍能在
家一起敬拜。若未有收到瀏覽結連訊息的肢體，可將手機聯絡電話號碼給予
杏梅幹事，以便將瀏覽結連的訊息發放給閣下。）此外，教會將於下午 1 時
關門。
6. 由於坊間現時非常缺乏口罩，教會會進行收集，弟兄姊妹可將口罩交予杏梅
幹事。所收集到的口罩，將會送贈給有需要的肢體、中心會員及社區人士。
（現時已派發超過 4000 個口罩給有需要人士）此外，今日教會亦已準備了
少量口罩（已分成每 6 個為一套），崇拜後，請弟兄姊妹自行選取，如果自
身有需要的話，可留部份自用，但至少也要從中分部份給有需要的人。若可
以的話，就將全數口罩按感動送贈給有需要的人（如：清潔工人、看更、流
連公園的長者、鄰舍等……）
，總意就是要讓我們發揮愛鄰如己的的精神，
特別在此艱難時刻，一同學習彼此分享，互相關愛的功課。此外，在送贈口
罩時，請附送一張抗疫祝福咭給對方。
7. 中心自修室將於 3 月 9 日(一)起作有限度開放，開放時間為逢週一至週五上
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週六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暫時開放服務對象只限於
應屆文憑試考生會員，使用者必須遵照中心的防疫措施才可使用。而長者及
婦女之服務會繼續暫停開放至另行通知。中心及教牧同工按需要安排職員在
辦公室工作。如弟兄姊妹需要於中心時段返教會，請先與事工會主席穎珊執
事聯絡。
代禱事項
1.
求主恩領長貴哥哥長顯的安息禮的事宜，能成為家人的安慰及幫助。
2.
在疫情之下，求主親自施恩顧念，讓傷害減至最低，並保守各患病者、醫護
人員、被隔離者、身體軟弱者及文憑試考生等……，盼疫情能早日過去。

2020 年 第一季青成主日學課程
日期

生活系列

初 信 成 長

日期待定

時代福音

使徒行傳

日期待定

導 師

傳道部 及
教育部教師團隊

郭志聰弟兄

導 師

本會各聚會時間表
主日崇拜： 星期日早上十時正

團契聚會

聖餐聚會： 逢每月第一週崇拜中
祈 禱 會： 星期三晚上七時正
星期四早上八時三十分
主 日 學： 長者 -- 星期日早上九時正
兒童 -- 星期日早上十時正
少年 -- 星期日早上十時正
青成 -- 星期日中午十二時正

尼西團 (已婚團)

每月最後一週星期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迦勒團 (就業團)

星期六晚上七時正

大衛團 (青年團)

每月最後一週星期六晚上六時三十分

伊甸團 (青年團)

每月第四週星期日下午二時正

上週各聚會出席情況
會員： 52 人

婦女組 (初信或未信婦女) 每月第一、二週星期四
早上十時正

團契

上週出席

聚會預告

長 青 組： 暫 停

尼西團：

暫停

暫停

會友： 16 人 少年主日學： 暫 停

迦勒團：

暫停

暫停

1 人 兒童主日學： 暫 停

大衛團：

暫停

暫停

週三祈禱會： 暫 停

伊甸團：

暫停

暫停

合共： 69 人 週四早禱會： 暫 停

婦女組：

暫停

暫停

新朋友：

每月常費
奉獻目標：
常費奉獻
本月累計：

上週講道資料
$ 297,900.00

講員： 林廣乾牧師
講題： 不害怕的理由

$

51,950.00
經文： 撒上十七章 31-54 節

註：常費奉獻戶口：匯豐銀行：『018-9-095441』，或中國銀行：『012-650-1-004350-4』
抬頭請寫：
『白田浸信會有限公司』
，請在存款收據上寫上姓名，然後投入奉獻箱內。
※ 聚會進行時請將手提電話及一切響鬧裝置關掉，以免影響崇拜 ※

下週事奉人員
主
領
司

席： 何旭輝弟兄
詩： 歐嘉儀執事
琴： 麥曉彤姊妹

講
員： 彭振國牧師
當值執事： 歐嘉儀執事
音
響： 譚偉鵬弟兄

司

事： 謝樂希弟兄
曾妙琼姊妹
朱綺萍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