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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堂崇拜（上午 10:00 網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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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一心稱謝祢，在諸神面前歌頌祢。
我要向祢的聖殿下拜，為祢的慈愛和誠實稱讚祢的名；
因祢使祢的話顯為大，過於祢所應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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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裡。2 耶穌和
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3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
「他們沒有酒了。」
4
耶穌說：「母親，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5 他母親對
用人說：
「他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6 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
六口石缸擺在那裡，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7 耶穌對用人說：
「把缸倒滿了
8
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耶穌又說：
「現在可以舀出來，送給管
筵
席的。」他們就送了去。9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是哪裡來
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來，10 對他說：
「人都是先擺
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11 這是耶穌
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顯出他的榮耀來；他的門徒
就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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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彬牧師
彭啟康傳道
袁瑞蘭姑娘
林國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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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歡迎弟兄姊妹參加網上崇拜！
【致謝】本主日承蒙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牧 林國彬牧師 蒞臨本堂崇
拜中宣講信息，本堂謹此致謝。
【致哀】本堂會友蕭水妹姊妹於 3 月 18 日（週三）晚上安息主懷；
本堂謹此致哀，求主安慰她的家人，及記念喪禮之籌備。
【教會消息】
1. 疫症期間聚會安排：因疫情仍然持續，四月份現場崇拜暫停。而團契、
小組、主日學、少年軍等聚會，在疫情過後，另行通知復會。
2. 第二季每日讀經釋義（2020 年 4-6 月）：接受預訂，如欲訂購請聯
絡幹事代報名，本主日截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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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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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或直接存入教會東亞銀行戶口，賬號：015-239-10-32092-7，
存入後請保留入數紙及寫上姓名，奉獻項目。
3）或使用「轉數快」銀行服務，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6482376
請在「致收款人信息/賬單備考」欄上寫上姓名及奉獻項目。
奉獻後請聯絡梁惠琴姐妹知悉（電話/Whatsapp 通知）
。若對轉數
快有任何疑問，請向黎志雄執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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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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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堂詩歌】
【獻上頌讚】（和平之君，6）
在世間，萬有中，哪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竭力頌揚，主愛是奇妙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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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之歌】
羔羊被殺，為贖罪債，配得稱讚、歡呼。
高唱凱歌，予坐神右邊，至高之聖者。
Holy, Holy, Holy, 萬主之主全能神，古今不變萬世不變！
萬物眾聲也唱和，因主當得敬拜，得主心中已夠，我每天也愛主!
君王耶穌，祢駕雲而降，閃光及雷聲震懾遍地。
能力、榮耀與尊貴，滿有聖潔權能，耶穌基督永遠得勝！
肅敬盡心，俯伏跪拜，置身主至聖所中。
主聖名是最尊貴，祢是永活泉源，真參不透奧秘的祢！
Holy, Holy, Holy, 萬主之主全能神，古今不變萬世不變！
萬物眾聲也唱和，因主當得敬拜，得主心中已夠，我每天渴想主！
【只有祢─永恆的主】（上帝聽禱告，1）
誰知心痛苦，誰解心裡憂，誰可於這刻伴我身邊訴？
只有祢永恒的主，每一刻等待靜聽心聲。
誰犧牲富足，誰捨尊降卑，誰於漆黑中讓每點光照遍？
只有祢永恒的主，帶出光輝，令我溫暖。
人海中常失落，每天感到壓逼苦困，還願祢每天也記念。
求恩主啟迪，使我能知道，祢是永恒，祢是盼望，常在我心。
容許我靠近祢，永遠沒掛慮，容許我愛慕祢，因祢是我力量，
明天縱有幻變，求祢引導，願此生全為祢走過。
（能使我滿足只有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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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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461.00

153,000.00
123,900.00

2020 年 3 月 1-15 日收支報告表：
上週收入
常費
差傳
感恩
影印
合共

(12 封)
(1 封)
(4 封)

HK＄
63,920.00 3 月截至第 3 週收入
200.00
7,100.00
38.00
71,258.00 3 月截至第 3 週支出

HK＄
199,084.00

65,6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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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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17/3
18/3
8/1
8/3
15/1

人數
現場
7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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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及代禱】
為海外留學生禱告：近日多名海外留學生返港，或會造成疫症從外國流
入，求主保守香港邊防檢疫能力，有效防止疫症傳入；同時保護預備返
港學生，不受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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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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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活動及課程
2020 年 3 月
4（三）祈禱會(取消)

2020 年 4 月
1（三）祈禱會

8（日）主日祈禱會（主題：為差傳祈禱）
21（六）婚姻之旅講座（取消）

5（日）主日祈禱會
10（五）受苦節晚會

27-28（五-六）事奉人員退修營(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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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

下主日（3 月 29 日）

網上直播 10:00

網上直播 10:00

林國彬牧師

彭家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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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0 年 3 月 22 日 崇拜講道筆記
講題：
「如何面對意外？」
講員：林國彬牧師
經文：約翰福音 2:1-11（新約聖經 第 101 頁）
2: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裡。2 耶穌
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3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
「他們沒有
4
酒了。」 耶穌說：「母親，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5
他母親對用人說：「他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6 照猶太人潔
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7 耶穌對用人
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8 耶穌又說：「現在
可以舀出來，送給管筵
席的。」他們就送了去。9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
的酒，並不知道是哪裡來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
來，10 對他說：
「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的，你倒把
好酒留到如今！」11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
的，顯出他的榮耀來；他的門徒就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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