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題：齊來作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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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曆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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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明慧執事
音
響： 譚偉鵬弟兄

司

事： 張錦華弟兄
陳應麒弟兄
陳深梅姊妹

1 宣召【詩篇 57 篇 1-2，9 節】 （眾立） -------------------------------- 主
席
神啊，求你憐憫我，憐憫我！因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
蔭下，等到災害過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為我成全諸事的神。
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在列邦中歌頌你！
2 頌唱【至高尊貴的祢】曲:謝韻婷 詞:朱浩廉 【版權屬 角聲使團 所有】-------------- 領
我讚美祢至聖的主 滿有聖潔公義 我仰望祢 謙卑跪拜
因祢極偉大和榮耀 我敬拜祢 聖潔的主 願祢的榮光耀遍地
我渴慕祢 光輝榮美 願國度權柄 也都歸祢
峻嶺山川述說 主的大愛 大海呼叫澎湃 也為祢喝采
唯獨祢昔在永在 君尊屬祢 萬國屈膝讚頌 至高尊貴的祢
3 祈禱 --------------------------------------------------------------------------- 主

詩

4 頌唱【主信實無變】詞/曲：陳鎮華 【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所有】-------------- 領
一. 慈愛主信實無變 在每天清晨 主愛已彰顯
慈愛主信實無變 沒有分陰晴 主愛勵勉
二. 慈愛主信實無變 日影西斜 主愛更溫暖
慈愛主信實無變 沒有分冬暖 主愛復眷
副歌：愛慕到達主跟前 渴慕救主引牽 困苦 壓逼 憂心 掛念
神愛眷必不停斷 神愛眷終不改變
5 頌唱【不變的應許】詞/曲:李藹兒【版權屬 新音樂敬拜創作 所有】---------------- 領

詩

一.

席

詩

耶穌懇求祢以大能覆庇我 祢的話語再一次堅固我
絕望和孤單 不斷的追趕著我 祢卻是風雨中的避難所
二. 耶穌唯有祢 了解我憂傷難過 祢釘痕手 安慰我 擁抱我
擦乾我眼淚 醫治了我的傷痛 用信心重新開啟我的眼光
副歌 1：原來哭有時 歡笑有時 過去所經歷的困難 更讓我看到祢的信實
學會保留有時 放手有時 我選擇相信 祢美好不變的應許
三. 耶穌感謝祢 一路上牽引著我 十架的路 祢與我 一起走過
祢走在我前頭 鼓勵我不要退縮 因祢在創世以前揀選了我 (副歌 1)
Bridge 祢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 在這時候 縱使我看不透
祢必引領我 走進豐盛廣闊之地 祢恩典總夠我用 (副歌 2)

副歌 2：Ha!原來哭有時

歡笑有時 過去所經歷的困難 更讓我看到祢的信實
終於學會保留有時 放手有時 我選擇相信 祢美好不變的應許
終於學會保留有時 放手有時 我選擇相信 祢美好不變的應許
我生命所有都交託在祢的手裡 (完)
6 讀經【民數記 13 章 17-20, 25-28, 32-33；14 章 6-9 節】---- 主
席
13 章 17摩西打發他們去窺探迦南地說:「你們從南地上山地去，18看那
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強是弱，是多是少，19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
住之處是營盤是堅城？20 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樹木沒有?
你們要放開膽量，把那地的果子帶些來。」那時正是葡萄初熟的時候。
25 過了四十天，他們窺探那地才回來。26 到了巴蘭曠野的加低斯，見
摩西、亞倫並以色列的全會眾，回報摩西、亞倫並全會眾，又把那地的
果子給他們看。27 又告訴摩西說：「我們到了你所打發我們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奶與蜜之地，這就是那地的果子。28 然而住那地的民強壯，城
邑也堅固寬大，並且我們在那裏看見了亞衲族的人。
14 章 6 窺探地的人中，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迦勒，撕裂衣
服，7 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8 耶和
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那地原是流奶與
蜜之地。9 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
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
要怕他們！」
7 講道【由恐懼到信靠】--------------------------------------- 朱金輪傳道
8 回應詩【剛強壯膽】 詞、曲：朱浩權 【版權屬 沙田浸信會 所有】-------------剛強 壯膽不要畏懼 神現與我們同在
剛強 壯膽不要畏懼 神現與我們同在
神應許不變更 耶穌站此地當中 神已同在 未計何地
全世界都屬我的主 神已同在 未怕仇敵 神已踐踏仇敵
9 奉獻禱告 -------------------------------------------------------------

主

席

主

席

10 歡迎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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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金輪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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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

1. 多謝荔景浸信會 朱金輪傳道蒞臨證道，願神賜福給朱傳道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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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幼稚園
及小一至小三暫停面授課堂。為防止年幼小童受感染，教會亦於上週起暫
停幼稚級主日學，並將於下週起暫停初小級主日學，請各家長留意。
6. 由下週起連續四個星期是將臨期，讓我們預備好心靈，一同去記念主的降
生，並緊靠主，與主同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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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今天林牧師與蕭傳道外出服侍（籃球生命挑戰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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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憐憫安慰日前油麻地大火中的死傷者的親友，看顧各傷者，能得著
適切治療，早日復原。並讓受災的居民能夠得到合宜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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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人 長 青 組：

8人

尼西團：

19 人 25/10

BBQ

29/11

會友：

49 人 少年主日學： 11 人

閱讀分享

28/11

新朋友：
合共：

迦勒團：

9 人 14/11

7人

大衛團：

暫停

待定

青成主日學： 34 人

伊甸團：

13 人 25/10

行山

29/11

婦女組：

9 人 12/11

愛筵

10/12

- 人 兒童主日學：
131 人 週三祈禱會：

7人

週四早禱會：

3人

每月常費
奉獻目標：
常費奉獻
本月累計：

$ 297,900.00

$ 142,074.17

上週講道資料
講員： 任志明博士
講題： 「逆境」中的曙光
經文： 約翰福音九章 1-13, 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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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隊
詩： 敬拜隊
琴： 敬拜隊

講
員： 林廣乾牧師
當值執事： 趙穎珊執事
音
響： 譚偉鵬弟兄

司

事： 張錦華弟兄
陳應麒弟兄
陳深梅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