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題：齊來作枝子

０

主曆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三日
主

席： 林廣乾牧師

講

員： 李翠雲牧師

司

琴： 麥曉彤姊妹

1 宣召【詩篇九十五篇 1-2 節】 （眾立） -------------------------

主

席

主

席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我們要來感謝他，用詩歌向他歡呼！
2 頌唱【全然向祢】詞：游智婷 曲：李信儀 【版權屬 讚美之泉 所有】-----------------當讚美的旋律響起 我的心全然向祢 當聖靈的恩膏滿溢
我的靈不再封閉 讚美的輕泉如春雨沐浴 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如雪花飄逸 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我要開口向祢讚美稱謝 永永遠遠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稱謝不已 我要欣然向祢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腳步不離
3 祈禱 --------------------------------------------------------------------------

主

席

4 頌唱【祢信實何廣大】Words: Thomas O.Chisholm Music:William M.Runyan --------------------

主

席

主

席

【版權屬 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

一. 祢信實何廣大 聖天父真神 祢永遠不離棄愛祢的人
祢永世不改變 滿有憐憫恩 昔在今在永在 我主我神
二. 春夏秋冬循環 栽種又收成 日月星辰 時刻循軌運行
天地宇宙萬物 皆同作見證 述說我主信實 慈愛永恆
三. 祢赦免我罪愆 賜我永平安 祢常與我偕行 安慰扶援
日日加力 更賜我光明美盼 祢沛賜我恩惠 豐厚無限
副歌：祢信實何廣大 祢信實何廣大 清晨復清晨 主愛日更新
我一切所需用 祢都已預備 祢信實何廣大 顯在我身
5 頌唱【我愛慕祢】詞/曲：Jason Lai 【版權屬 青橄欖敬拜使團 所有】-----------------我的心惟獨被祢愛吸引 十架愛讓我覺主恩深
我渴慕與祢更加貼近 保惠師懇請祢導引
主耶穌 我愛慕祢 沒有祢一切也乏味
主耶穌 我深愛著祢 願意一生服侍祢

6 讀經【馬太福音廿一章 18-22 節】 ---------------------------------- 主
席
18早晨回城的時候，他餓了，19看見路旁有一棵無花果樹，就走到跟
前，在樹上找不着甚麼，不過有葉子，就對樹說：
「從今以後，你永
不結果子！」那無花果樹就立刻枯乾了。20門徒看見了，便希奇說：
「無花果樹怎麼立刻枯乾了呢？」21耶穌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所行的事，就是對這
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裏！』也必成就。22你們禱告，無論
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着。」
7 講道【不只有葉子】--------------------------------------------------- 李翠雲牧師
8 回應詩【憑信結果】廣東詞:林廣乾 曲:游智婷【版權屬 讚美之泉 所有】-------------------願聽主聲音 按主的教導 憑藉信心堅穩的去走
讓種籽存留 主天天眷佑 培育愛惜恩典中茁壯
願扎根 至聖真理 忠於主託 神施恩保守
枝子得結果 藉信心緊握應許 一生倚靠
憑主的恩典 領我眾前行

主

席

9 奉獻禱告 ------------------------------------------------------------------

主

席

10 讚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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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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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祝福 -----------------------------------------------------------------------

＊＊

家事報告及感恩代禱事項，請參閱程序表內容

李翠雲牧師

＊＊

家事分享

2020 年 9 月 13 日

1. 今天承蒙中國基督徒傳道會中基堂 李翠雲牧師蒞臨証道，謹此致謝！願神賜
福李牧師的服侍及家庭。
2. 由於政府實施 4 人限聚令，教會仍然暫停實體敬拜，以網上直播進行主日敬
拜。聖餐將暫停；而各級主日學、團契及小組等，會暫停或以視像方式進行
（各主日學導師或團契職員可自行決定）；至於週三祈禱會，將更改至主日
崇拜後以小組視像方式進行，參加者請預先在廣播中報名，以便分組安排。
週四早禱會暫停。以上措施將維持直至另行通知。請大家懇切禱告記念，
願主賜平安，醫治這地。讓疫情盡快過去。
3. 因應政府仍然實施四人限聚令，原定 9 月 20 日舉行之浸禮將會改期，日期
待定。
4. 第三次事務會議今天下午 2 時舉行，請各會員準時出席。
5. 踏入 40 週年，大會特別為大家設計了一款 “型創” 兼 “型爆” 的 T 恤
給大家選購，每件 40 元，可剔選下列連結查閱顏色、尺碼及進行訂購
(https://forms.gle/MtXEzXXU1fzmJsis7)。
6. 為慶祝 40 週年堂慶，教會誠邀本會會眾為堂慶崇拜獻詩。惟因應疫情關係，
將以錄影方式製作。各位有意參加之弟兄姊妹，可向杏梅或燕存查詢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將延至 20/9 (日)；提交錄影限期 5/10 (一)。
7. 教會及中心職員現安排家居辦公，視乎疫情而作出相應調整。
8. 今天崇拜後有視像分組祈禱會，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預留時間，一同彼此代
求，互相守望。
代禱事項
1. 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持續肆虐，香港所爆發第三波疫情雖然稍為緩和，但每
日仍有新增感染個案出現，除了造成傷亡外，亦有多人因疫情的影響而成為
露宿者，生活越見艱難。求主繼續大施憐憫，醫治這地，看顧每一個病患，
盼疫情早日完結。亦求主堅固我們眾人的心，在不穩定的日子中，仍能堅心
仰賴主，並常與主親近，靠主活好每一天。
2. 求主恩領今天的事務會議，讓我眾能同心作出商討及議決。
3. 各中、小學將在未來兩星期回到校園學習及生活，求主保守各同學有平安及
健康，不被感染。
4. 記念教會 40 週年之各項籌備，求主親自引領，讓我們從中體會神一直的恩
典，並賜我們力量，繼續在主裡成長，作明亮的燈台。

2020 年 第一季青成主日學課程
日期

生活系列
時代福音

使徒行傳

福音性研經

傳道部 及
教育部教師團隊

郭志聰弟兄

張偉珍傳道

日期待定

導

師

初 信 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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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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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日 學： 長者 -- 星期日早上九時正

大衛團 (青年團)

每月最後一週星期六晚上六時三十分

兒童 -- 星期日早上十時正

伊甸團 (青年團)

每月第四週星期日下午二時正

祈 禱 會： 星期三晚上七時正
星期四早上八時三十分

少年 -- 星期日早上十時正
青成 -- 星期日中午十二時正

上週各聚會出席情況

網上崇拜

每月常費
奉獻目標：
常費奉獻
本月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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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人(30/8 視像)

暫停

少年主日學： 暫 停

迦勒團：

兒童主日學： 暫 停

大衛團：

主日祈禱會： 15 人

伊甸團：

暫停

暫停

週四早禱會： 暫 停

婦女組：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5 人(26/7 視像)

暫停

上週講道資料
$ 297,900.00
講員： 蕭家樂傳道
講題： 耶和華啊，請說，僕人敬聽！
$

85,250.17
經文： 撒母耳記上三章

註：常費奉獻戶口：匯豐銀行：『018-9-095441』，或中國銀行：『012-650-1-004350-4』
賬戶名稱：『白田浸信會有限公司』或 Pak Tin Baptist Church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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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 梁子揚弟兄

講

員： 林廣乾牧師

司

琴： 李詠儀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