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題：齊來作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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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曆二零二零年十月廿五日
主
領
司

席： 趙德強弟兄
詩： 張穎思姊妹
琴： 李詠儀姊妹

講
員： 張錦棠牧師
當值執事： 趙穎珊執事
音
響： 張錦華弟兄

司

事： 高頌儀姊妹
莫麗萍姊妹
麥樂源弟兄

1 宣召【詩篇 86 篇 9-11 節】 （眾立）-------------------------------

主

席

主啊，你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你，他們也要榮耀你的名。因你為大，
且行奇妙的事，惟獨你是神。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
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
2 頌唱【獻上頌讚】詞:黎展明 曲:Darlene Zschech 【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所有】
領
詩
在世間萬有中 那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 竭力頌揚 主的愛是奇妙莫大
是我主是救主 作我安穩庇護所 我若只有 一息尚存 也要定意敬拜祢
獻上頌讚 要吶喊 要頌揚 各處頌讚 眾山歡呼拍掌
遍野萬里也和應叫嚷 與眾海呼喊 傳揚上主 跳躍和唱 要述說 祢創造
願永愛著祢 我這生不變更 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祢
3 祈禱 --------------------------------------------------------------------------

主

席

4 頌唱【賜我自由】詞:洪啟元 曲:張證恩【版權屬 讚美之泉 所有】-------------------賜自由的靈啊 求祢來 來到我的裡面 來到我的生活
趕走生活中的愁煩 驅走我心中的不安
祢的靈啊 在那裡 那裏就有自由
世界雖有勞苦重擔 求祢靈來賜我自由

領

詩

5 頌唱【迎創】詞/曲: 張忠耀弟兄【版權屬 白田浸信會 所有】--------------------------- 領
昨天 心有夢想 曾一一向主講 這刻 激發熱心 來敢於替主闖
即使 境況在轉 心裡面 膽怯與困倦
捉緊 神應許未變 緊靠著主 面對 改變
信念堅守 我願為主開創 憑信心的禱告 我願更新
我是甘心 來創出 夢裡 的想法
我要共你 靠上帝得勝 我願做見證
即使 境況在轉 心裡面 膽怯與困倦
一起 同心去面對 緊靠著主 面對 挑戰
信念堅守 我願為主開創 憑信心的禱告 我願更新
我是甘心 來創出 夢裡 的想法
我要共你 靠上帝得勝 我願做見證

詩

一點一點的足印漸見 讓我去發現 讓我再發展
一遍一遍的應許實踐 足夠 越過 挑戰
信念堅守 我願為主開創 憑信心的禱告 我願更新
我是甘心 來創出 夢裡 的想法 我要共你 靠上帝得勝 我願做見證
信念堅守 我 願 為 主 開創 出 夢裡的想法 （上帝的旨意）
我要共你 靠上帝得勝 我願做見證
6 讀經【約翰福音 8 章 31 至 36 節】----------------------------------- 主
席
31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
徒。32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33他們回答說：「我
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你怎麼說『你們必得以
自由』呢？」34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僕。35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裏，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36所
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7 講道【真理必叫你們得自由】-------------------------------------- 張錦棠牧師
8 回應詩【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詞/曲:霍志鵬 編曲:謝松君 石頌詩 --------

主

席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求祢以真理引導我方向 求祢以真理陶造我
使我能知道 判斷何美善 每步道路也不走差
求祢以真愛注入我心裏 求祢以真愛燃亮我
使我常感到愛是何美善 每步道路也緊靠祢
讓我愛祢 愛慕祢真理 盼祢教我得著永生愛
全是祢捨身的愛 留下美善榜樣 我願全身心都歸祢
願我謙卑渴慕祢指引 盼祢教我得著祢心意
全是祢永久的愛 留下信念希望 現我在心底讚美祢
9 奉獻禱告 ------------------------------------------------------------------- 主

席

10 歡迎及報告 ------------------------------------------------------- 當值執事
11 牧禱 ------------------------------------------------------------ 張偉珍傳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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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祝福 ------------------------------------------------------------------------- 張錦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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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5 日

1. 多謝 路德會聖馬太堂 張錦棠牧師蒞臨證道，謹此致謝！願神賜福 張牧師和
家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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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會已於 10 月起恢復實體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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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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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週三晚祈禱會亦恢復舉行。各團契或
小組，可自行安排恢復聚會。唯須遵照以上防疫措施，並避免進行飲食或有
身體接觸之活動。至於幼稚級至少年主日學及長青組，已於上週復課：而青
成主日學則在 11 月 8 日復課。由於已恢復實體敬拜及兒童主日學，今日起
將會暫停直播，請弟兄姊妹準時回到教會，一起敬拜神。
4. 上週年會已選出新一屆執事，2021 年度事奉人員名單可參閱壁報。
5. 40 週年培靈會第二講於本週五晚上 7 時 30 分舉行，主題：「知足（二）」。
11 月 1 日（星期日）上午 10 時正舉行感恩崇拜，主題：「與我們同在的主」，
講員為曾乃明先生。請各弟兄姊妹預留時間，一同參與。
6. 教會現正製作一幅巨畫，並印製各肢體的頭像貼紙，請大家預留時間，下週
(11 月 1 日) 堂慶崇拜後一起將頭像貼紙貼於巨畫之上，見證神帶領我們走
過的歲月。
7. 今天崇拜後隨即舉行事工會，請各部、團代表預時出席。
代禱事項
1. 新冠病毒疫情仍然持續，讓很多人生活越見艱難。近日國泰航空栽員五千多
人，不少人因而面臨沉重的經濟壓力，亦有不少人對生活感到徬徨不安，求
主大施憐憫，供應給缺乏者，並醫治這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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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在主裡的知足；並常與主親近，靠主活好每一天。
2. 求主賜智慧及力量給新一屆的各執事，讓整個團隊能不斷尋求主的心意，帶
領教會有美好的發展。
3. 感謝神保守上週之浸禮崇拜能順利舉行，求主繼續堅固高興弟兄及煜業弟兄
的身心靈，能在主裡有美好的成長。
4. 求主大大地使用本週五的 40 週年培靈會及下主日的堂慶感恩崇拜，讓我們
眾心能被主激勵，生命得以更新，並繼續靠賴主奮勇向前，為主廣傳福
音，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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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8, 15, 22,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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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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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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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組 (初信或未信婦女) 每月第一、二週星期四
早上十時正

上週各聚會出席情況
長 青 組：

尼西團 (已婚團)

團契

上週出席

聚會預告

會員：

91

人

6人

尼西團：

17 人(01/10)

查經 (25/10)

會友：

33

人 少年主日學： 14 人

迦勒團：

8 人(17/10)

鬆一鬆 (31/10)

新朋友：

8

人 兒童主日學： 10 人

大衛團：

暫停

5人

伊甸團：

暫停

合共： 132

人 週四早禱會： 暫 停

婦女組：

暫停

每月常費
奉獻目標：

$ 297,900.00

週三祈禱會：

常費奉獻
本月累計：

待定
Ｓhall We Talk (25/10)
暫停

上週講道資料
講員： 張偉珍傳道
講題： 蒙主喜悅
$ 175,280.00
經文： 歌羅西書 1 章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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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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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
司
音

席： 林廣乾牧師
詩： 李燕存弟兄/敬拜隊
琴： 廖淑美姊妹
響： 譚偉鵬弟兄

講
施
襄

員： 曾乃明先生
餐： 林廣乾牧師
禮： 趙穎珊執事
許國興執事

司

事： 高頌儀姊妹
莫麗萍姊妹
麥樂源弟兄
當值執事： 許國興執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