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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因他有慈愛，有豐盛的救恩。
他必救贖以色列脫離一切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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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去；13 後又離開拿撒勒，往迦百
農去，就住在那裡。那地方靠海，在西布倫和拿弗他利的邊界上。14 這
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15 說：
「西布倫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
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16 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看見了大光；
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17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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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事宜：主日的直播片段只供當日 facebook 瀏覽；
筲箕灣福音堂 facebook 的網址：https://qrgo.page.link/T9hhv
主日後可於教會網頁收聽(www.skwe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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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歡迎觀看直播的弟兄姊妹參加網上崇拜！
【教會消息】
1. 疫症期間聚會安排：三月份仍會暫停所有現場崇拜（早午堂）聚會。
而團契、小組、主日學聚會、少年軍等，在疫情過後，另行通知復會。
弟兄姊妹如身體不適，入院或確診為新冠狀病毒肺炎患者、或疑似個
案都請通知教會。
2. 主日祈禱會：本主日網上直播崇拜後為差傳祈禱會，現場僅同工出席，
弟兄姊妹一同在家中為宣教士祈禱。
3. 安息禮：會友杜郭兆賢姊妹安息禮謹定於 3 月 14 日（星期六）中午
十二時正假「香港殯儀館地下大禮堂」舉行，隨後送往歌連臣角火葬
場舉行火葬禮，願主安慰家人。
4. 第二季每日讀經釋義：（2020 年 4-6 月）現開始接受預訂，如欲訂
購請聯絡幹事代報名，截止日期為 3 月 22 日（主日）。
5. 2019/20 年度奉獻：
本課稅年度奉獻將於就 2020 年 3 月 31 日後截數（自行入數則以入
數期為準），請各肢體按疫情期間奉獻方法奉獻，否則相關奉獻只能
計入下個課稅年度，敬請留意。在疫症期間，奉獻方法：
甲、郵寄支票到教會，抬頭寫：「筲箕灣福音堂有限公司」或英文
公司名稱「Shaukiwan Evangelical Church Ltd.」；
乙、或直接存入教會 東亞銀行，賬號：015-239-10-32092-7，存
入後請留下入數紙及寫上姓名。以上奉獻都請寫上奉獻項目，
並郵寄教會財務部梁惠琴姊妹收。
【同工消息】
劉智慧姑娘將於３月底完成本會助理傳道事奉（義務）
，本堂深感不捨，
衷心多謝劉姑娘過去的服侍，求主帶領劉姑娘的未來事奉。
【家事分享及代禱】
為香港禱告：1. 制止疫情在社區爆發 2. 保守市民的心 3. 保守醫護人
員不受病毒侵襲 4. 研製疫苗 5. 使病人得醫治 6. 未來的社會民生
為病患肢體禱告：求主看顧及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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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堂詩歌】
【我知誰掌管明天】（美樂頌，210）
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每一天只為主活，
我不借明天的陽光，因明天或不晴朗，
我不要為將來憂慮，因我信主的應許，
我今天要與主同行，因祂知前面路程。
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黃金階梯，
每重擔越挑越輕省，每朵雲披上銀衣，
在那裡陽光常普照，不再有淚流滿面，
在美麗彩虹的盡頭，眾山嶺與天相連。
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或遭遇貧苦飢餓，
但那位看顧麻雀者，祂必然也看顧我，
祂是我旅途的良伴，縱遭遇各樣災害，
我救主必與我同在，祂寶血把我遮蓋。
副歌：有許多未來的事情，我現在不能識透，
但我知誰掌管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

[回應詩]【我知所信的是誰】（世紀頌讚，325）
不知何以上主恩惠，待我如此豐盛，
不堪如我亦蒙選召，主恩何等奇妙。
不知何以因信得救，此恩向我成就，
不知何以一信主話，滿心平安無憂。
不知如何聖靈感動，使人自覺罪污，
由聖經中顯明耶穌，引人信靠救主。
不知我主何時再臨，如何與主相逢？
或將經過死蔭幽谷，或遇主於空中。
副歌：惟我深知，所信的是誰，並且也深信，
祂必定能夠保守我所交付祂的，都全備直到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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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及課程
2020 年 3 月

2020 年 4 月

4（三）祈禱會(取消)
8（日）主日祈禱會

1（三）祈禱會
5（日）主日祈禱會

21（六）婚姻之旅講座（取消）
27-28（五-六）事奉人員退修營(取消)

10（五）受苦節晚會
12（日）復活節崇拜
26（日）午間福音

【財務狀況】

經常費

整體狀況：

3 月份預算收入
1 月至昨天為止實收

差傳

全年目標

3,646,320.00 全年目標

612,000.00

每月目標

303,860.00 每月目標

51,000.00

911,580.00
308,741.00

153,000.00
94,700.00

2020 年 3 月 1 日收支報告表：
上週收入
感恩
影印
合共

(1 封)

HK＄
1,000.00 3 月截至第 1 週收入
22.00
1,022.00 3 月截至第 1 週支出

HK＄
1,022.00
6,000.00

【聚會人數統計及下週安排】
聚會
合堂崇拜
網上直播
兒童主日學
基督少年軍
耆年班
詩班
讚美操
常青組
月禱會
主日祈禱會
平日學

時間

日期

主日上午 10:00
主日上午 10:00
主日上午 10:00
主日上午 10:00
主日下午 12:30
週三上午 9:15
週四上午 9:30
每月首週三晚上 8:00
每月月禱會後主日早上 11:30
第三個週三晚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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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3
5/3
8/1
8/3
15/1

人數
現場
12
——
——
——
——
——
——
9
——
3

下週聚會
網上直播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5/4(日)
暫停

2020 年 3 月 8 日 崇拜講道筆記
講題：
「我深知相信的是誰」
講員：程啟忠傳道
經文：馬太福音 4:12-17（新約聖經 第 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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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去；13 後又離開拿撒勒，往迦
百農去，就住在那裡。那地方靠海，在西布倫和拿弗他利的邊界上。
14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15 說：
「西布倫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
海的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16 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看見了
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17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事奉編排】疫症期間主日事奉人員由同工取代

講員

本主日（3 月 8 日）

下主日（3 月 15 日）

網上直播 10:00

網上直播 10:00

程啟忠傳道

彭啟康傳道

【同工聯絡】文職幹事：嚴雁絲姊妹

電話：2569 9772

電郵：info@skwec.org

堂 主 任：彭啟康傳道

手提：9755 8097

電郵：khpang@skwec.org

傳

道：程啟忠傳道

手提：6300 3927

電郵：johnching@skwec.org

傳

道：施德銓傳道

手提：9126 2417

電郵：bibbysze@skwec.org

傳

道：袁瑞蘭姑娘

手提：6550 8778

電郵：sharonyuen@skwec.org

助理傳道：劉智慧姑娘

電郵：wisdomlau@skwec.org

項目主任：謝天賜弟兄

電郵：keithtse@skwe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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