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五日（主日）
合堂崇拜（上午 10:00 網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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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
「神
2
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女人對蛇說：
「園中樹上
的果子，我們可以吃，3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
『你們不可
4
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蛇對女人說：
「你們不一定死；5 因為神
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6 於是女
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
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7 他們二人的眼睛
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做裙子。
8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就藏
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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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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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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
3. 事奉人員退修營（取消）：因應疫情持續，與營地溝通後，取消三月
底的事奉人員退修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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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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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至高是我主】（全地至高是我主，1）
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
投在祢的翅膀，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
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賀。
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
讓這歌盡獻主，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恩慈信實，並賜下寬容饒恕。
【我向祢禱告】（我向祢禱告，8）
祢是我神，是我的依傍，在我無助困苦中，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磐石與拯救，是我高臺與詩歌，祢體恤我，祢保守我。
祢是我神，是我的依傍，在我無助困苦中，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能力與保障，是我盾牌與幫助，祢應許我，祢在掌舵。
我向祢禱告縱使我軟弱，我雖失信祢仍然可信，
面對的山嶺那麼高，路徑艱難如沒去路，但信靠祢，祢定會開路。
向世界宣告祢是我盼望，我心相信靠著祢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奉祢的名成就美事，一心倚靠祢遵行祢旨意。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要帶著信心宣告，相信祢定會聽到。
我看著眾山嶺，吩咐它們挪開，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要帶著權柄宣告，相信祢定會聽到。
向世界宣告祢是我盼望，我心相信靠著祢終會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遵行祢旨意，一心倚靠祢神蹟必可看見。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只想看見，我只想看見祢旨意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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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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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541.00

153,000.00
123,700.00

2020 年 3 月 1-8 日收支報告表：
上週收入
常費
差傳
影印
合共

(6 封)
(3 封)

HK＄
97,800.00 3 月截至第 2 週收入
29,000.00
4.00
126,804.00 3 月截至第 2 週支出

HK＄
127,826.00

13,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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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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1/3
12/3
8/1
8/3
15/1

人數
現場
8
——
——
——
——
——
——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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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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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為差傳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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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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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下主日（3 月 22 日）

網上直播 10:00

網上直播 10:00

彭啟康傳道

林國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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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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15 日 崇拜講道筆記
講題：
「創造中的違背」
講員：彭啟康傳道
經文：創世記 3:1-8（舊約聖經 第 2-3 頁）
3:1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
「神
2
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女人對蛇說：
「園中樹
3
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
『你們
4
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5
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
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7 他
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
為自己編做裙子。8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
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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