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題：齊來作枝子

０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五日
主
領
司

席： 林漢明弟兄
詩： 歐嘉儀姊妹
琴： 周楚穎姊妹

講
員： 任志明博士
當值執事： 黃明慧執事
音
響： 譚偉鵬弟兄

司

事： 陳應麒弟兄
許得恩弟兄
彭國才弟兄

1 宣召【詩篇 47 篇 1-2 節】 （眾立） ---------------------------------- 主
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神呼喊！
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席

2 頌唱【萬代君主】詞:甄燕嗚 曲:Albert Law【版權屬 角聲使團 所有】------------------- 領
仁慈公義 細心無微不至 用祢精彩構思 透露高深旨意
茫茫宇宙 幾多銀河星宿 夏與冬春與秋 變幻也在祢手
萬代的君主 當得敬拜 聽萬眾歡呼 頌讚主偉大
萬代的君主 當得愛戴 全地裡眾膝也跪拜
3 祈禱 --------------------------------------------------------------------------- 主

詩

席

4 頌唱【世界之光】詞:曾祥怡、游智婷曲: 曾祥怡【版權屬 讚美之泉 所有】-------------- 領
詩
耶穌世界的盼望 唯一的真光 照亮一切黑暗
耶穌 道路真理和生命 配得至聖尊榮到永遠
萬國萬民齊來敬拜 在聖潔的光中 高舉耶穌基督的名
天上地下齊來敬拜 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祢
世界之光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5 頌唱【開我的眼】詞/曲：Clara H. Scott 【版權屬 浸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 領
詩
一. 開我眼睛使我看見 神的真理為我彰顯
求將奇妙秘鑰交我手 解除捆鎖使我自由
二. 開我耳朶使我聽見 恩主所賜真理之言
當此佳音蕩漾我耳中 一切虛偽頓失影蹤
三. 開我的口能嘗主恩 見證真理滿有熱忱
開我心竅好讓我準備 與人分享主愛豐美
副歌：我今安靜專心等候 惟願我主旨意成就
懇求聖靈開我眼睛 光照引領
6 讀經【約翰福音九章 1-13, 35-41 節】------------------------------- 主
席
1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2 門徒問耶穌說：「拉
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3 耶
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
上顯出神的作為來。4 趁着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
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5 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6 耶

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7 對
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裏去洗。」（「西羅亞」翻出來就是「奉差
遣」。）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了。8 他的鄰舍和那素常見他是討飯
的，就說：「這不是那從前坐着討飯的人麽？」9 有人說：「是他。」
又有人說：「不是，卻是像他。」他自己說：「是我。」10 他們對他
說：「你的眼睛是怎麼開的呢？」11 他回答說：「有一個人名叫耶穌，
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對我說『你往西羅亞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
看見了。」12 他們說：「那個人在哪裏？」他說：「我不知道。」13 他
們把從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賽人那裏。
35 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出去，後來遇見他，就說：
「你信神的兒子嗎？」
36 他回答說：「主啊，誰是神的兒子，叫我信他呢？」37 耶穌說：
「你已經看見他，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他。」38 他說：「主啊，我信！」
就拜耶穌。39 耶穌說：「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能看見的，可以
看見；能看見的，反瞎了眼。」40 同他在那裏的法利賽人聽見這話，
就說：「難道我們也瞎了眼嗎？」41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若瞎了眼，
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們能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
7 講道【「逆境」中的曙光】-------------------------------------- 任志明博士
8 回應詩【沿路因祢伴我走】 詞:郭多加曲:金培達【版權屬佳音使團所有】 ------ 主
席
跌跌碰碰過假裝輕易 錯過痛過未在意 是與非分不清感覺太幼稚
心不滿只怪天意 碰上了祢再次誕生希望 救我逃離別罪網
像曙光漆黑中光照導引作伴隨 叫歲月再添生趣
沿路因祢伴我走 為我分擔心中的一切悶愁 給安慰給支持
給愛及自由 將黑暗苦痛驅走 長路因祢伴我走 未怕崎嶇艱辛
奔跑到盡頭 遭風雨不低頭 堅信可得救 讓我一生一世帶著輕鬆節奏
9 奉獻禱告 ------------------------------------------------------------------ 主
席
10 歡迎報告 ----------------------------------------------------------------

當值執事

11 牧禱 ---------------------------------------------------------------------- 蕭家樂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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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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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5 日

1. 多謝中國浸信會神學院 任志明博士蒞臨證道，願神賜福給任博士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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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成主日學今日照常舉行，請各學員準時上課。
4. 教會已恢復實體崇拜及各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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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
保持衛生，避免身體接觸或飲食。如身體不適、咳嗽、發燒等應留在家
中休息。
5. 由於近日有多間學校感染上呼吸道疾病，食物及衛生局已宣佈由昨天起，
全港幼稚園暫停面授課堂 14 天。為防止年幼小童受感染，教會亦於本週起
暫停幼稚級主日學兩星期，請各家長留意。
6. 教會現正安排來年度行事曆，如肢體已計劃婚期，請盡快通知傳道或執
事，以便協調。
活動推介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將於 12 月 4-5 日（星期五及六）晚上 7 時 30 分假十字架
山浸信會舉行研經培靈會，主題：
「神的兒子。君王。大祭司與我何干？」
（12
月 4 日分題：
「從耶穌的忠信，看聖徒的堅忍」
；12 月 5 日分題：「從耶穌的
慈悲，看聖徒的成全」）
。講員：任志明博士。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與，詳情
可參看壁報板上之海報。
代禱事項
1. 近日持續出現源頭不明的本地確疹個案，加上正值冬季，求主看顧保護，
不讓染情再度爆發。並保守每一個受到疫情影響的人士，能早日越過艱
難的日子，並賜下平安，醫治這地。
2. 最近在不同學校爆發呼吸道感染疾病，求主醫治各病者，並遏止病菌的
散播。
3. 今天是長者日，求主保守各長者有健康的身體，生活有平安，並常經歷主
的同在及保謢。
4. 面對社會的變遷，求主保守我們各人的心，常與主建立親密關係，緊靠
主同行。

2020 年 第一季青成主日學課程
日期

生活系列

11 月 8, 15, 22, 29 日

導

師

上課地點

初 信 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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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空間 (2)

自修室

活力空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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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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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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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

上週出席

聚會預告

會員：

83 人 長 青 組：

7人

尼西團：

17 人 25/10

待定

29/11
21/11

會友：

41 人 少年主日學：

8人

迦勒團：

7 人 31/10

查經

新朋友：

- 人 兒童主日學：

9人

大衛團：

暫停

待定

青成主日學： 35 人

伊甸團：

13 人 25/10

BBQ

29/11

合共：

124 人 週三祈禱會：

5人

婦女組：

9 人 12/11

愛筵

10/12

週四早禱會：

4人

每月常費
奉獻目標：
常費奉獻
本月累計：

$ 297,900.00

$

56,945.00

上週講道資料
講員： 李國強傳道
講題： 活祭一樣的事奉
經文： 羅馬書十二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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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 區偉明弟兄
詩： 梁子揚弟兄
琴： 黃彩娣姊妹

講
員： 朱金輪傳道
當值執事： 陳惠嫦執事
音
響： 譚偉鵬弟兄

司

事： 張錦華弟兄
陳應麒弟兄
陳深梅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