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主日）
合堂崇拜（上午 10:00 網上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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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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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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為海外及內地回港的市民禱告。
為病患肢體禱告：求主看顧及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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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歡迎弟兄姊妹參加網上崇拜！
【致謝】本主日承蒙主恩福音堂 鄧忠衞傳道 蒞臨本堂崇拜中宣講信
息，本堂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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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堂讀經日：
由於疫情嚴峻，本年讀經日改以網上轉播， 影片會 上載 至本會
facebook 專頁，上載時間為 5 月 1 日（週五，上午十時），影片長
度約有 1.5 小時。講員：李錦棠先生（明道社聖經教導主任），主題
為「從詩篇的結構看人生的酸甜苦辣」，講員是從大圖畫來看詩篇，
弟兄姊妹可先讀詩篇第一篇。鼓勵弟兄姊妹報名登記，以便發放筆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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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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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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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知悉（WhatsApp 通知，電話：9310 0054）
。
若對轉數快有任何疑問，請向黎志雄執事查詢。
教會活動及課程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5 月

1（三）祈禱會（取消）
5（日）主日祈禱會（網上轉播）

1（五）讀經日《詩篇》
（網上轉播）
6（三）祈禱會（取消）

10（五）受難日記念聚會（網上轉播）
12（日）復活節崇拜（網上轉播）

10（日）母親節崇拜（網上轉播）
10（日）主日祈禱會（網上轉播）

26（日）午間福音（取消）

2

【財務狀況】

經常費

整體狀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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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440.00
1,089,833.77

204,000.00
192,300.00

2020 年 4 月 1-12 日收支報告表：
上週收入
常費
差傳
合共

(8 封)
(4 封)

HK＄
16,410.00 4 月截至第 2 週收入
5,800.00
22,210.00 4 月截至第 2 週支出

HK＄
24,315.00
47,672.00

【聚會人數統計及下週安排】
聚會
合堂崇拜
網上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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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首主日崇拜後
第三個週三晚上 8:00

12/4

15/4
16/4
8/1
5/4
15/1

人數

下週聚會

現場 10

網上轉播

——
——
——
——
——
——
——
20(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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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10/5(日)
暫停

【事奉編排】疫症期間主日事奉人員由同工取代

講員

本主日（4 月 19 日）

下主日（4 月 26 日）

網上轉播 10:00

網上轉播 10:00

鄧忠衞先生

岑詠君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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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堂詩歌〕
【我要歌唱耶和華的大慈愛】（青年聖歌 II，6）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
我要唱，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用我口，叫人知道，祢大信實，祢大信實，
用我口，叫人知道，祢大信實直到永遠萬代。
【每一天】
（青年聖歌 II，120）
每一天所度過的每一刻，我得著能力勝過試練；
我倚靠天父週詳的供應，我不用再恐慌與掛念。
祂的心極仁慈無可測度，祂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不論憂或喜祂慈愛顯明，勞苦中祂賜安泰。
每一天主自己與我相親，每時刻賜下格外憐憫；
我掛慮主願安慰與擔當，祂的名為策士與權能。
祂保護祂的兒女與珍寶，祂熱心必要成全這事，
「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這是祂向我應許。
【我知誰管著明天】（青年聖歌 II，122）
1.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為主活。
我不借明天的太陽，因明天或許陰暗。
我不要為將來憂慮，因我信主的應許，
我今天要與主同行，因祂知前面如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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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沒有眼淚；
在美麗彩虹的盡頭，眾山嶺與天相連，

3.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苦楚；
但那位養活麻雀者，祂必然也看顧我，
祂是我旅途的良伴，或經過水火之災，
但救主必與我同在，祂寶血把我遮蓋。

副歌：有許多未來的事情，我現在不能識透，
但我知誰管著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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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19 日 崇拜講道筆記
講題：
「疫境中的選擇」
經文：歷代志上 21 章（舊約聖經 414-415 頁）
1

講員：鄧忠衞先生

撒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激動大衛數點他們。2 大衛就吩咐約押和民中
的首領說：
「你們去數點以色列人，從別是巴直到但，回來告訴我，我好
知道他們的數目。」3 約押說：
「願耶和華使祂的百姓比現在加增百倍。
我主我王啊，他們不都是你的僕人嗎？我主為何吩咐行這事，為何使以
色列人陷在罪裡呢？」4 但王的命令勝過約押。約押就出去，走遍以色
列地，回到耶路撒冷，5 將百姓的總數奏告大衛：
「以色列人拿刀的有一
6
百一十萬；猶大人拿刀的有四十七萬。」 惟有利未人和便雅憫人沒有
數在其中，因為約押厭惡王的這命令。7 神不喜悅這數點百姓的事，便
降災給以色列人。8 大衛禱告神說：
「我行這事大有罪了！現在求祢除掉
僕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9 耶和華吩咐大衛的先見迦得說：
「10 你去告訴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我有三樣災，隨你選擇一樣，我
好降與你。」11 於是，迦得來見大衛，對他說：
「耶和華如此說：
『你可
12
以隨意選擇： 或三年的饑荒；或敗在你敵人面前，被敵人的刀追殺三
個月；或在你國中有耶和華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耶和華的使者在以
色列的四境施行毀滅。』現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覆那差我來的。」
13
大衛對迦得說：「我甚為難。我願落在耶和華的手裡，因為他有豐盛
的憐憫；我不願落在人的手裡。」14 於是，耶和華降瘟疫與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就死了七萬。15 神差遣使者去滅耶路撒冷，剛要滅的時候，耶
和華看見後悔，就不降這災了，吩咐滅城的天使說：
「夠了，住手吧！」
那時，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場那裡。16 大衛舉目，看
見耶和華的使者站在天地間，手裡有拔出來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
大衛和長老都身穿麻衣，面伏於地。17 大衛禱告神說：「吩咐數點百姓
的不是我嗎？我犯了罪，行了惡，但這群羊做了什麼呢？願耶和華─我
神的手攻擊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擊你的民，降瘟疫與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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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耶和華的使者吩咐迦得去告訴大衛，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珥楠的
禾場上為耶和華築一座壇；19 大衛就照著迦得奉耶和華名所說的話上去
了。20 那時阿珥楠正打麥子，回頭看見天使，就和他四個兒子都藏起來
了。21 大衛到了阿珥楠那裡，阿珥楠看見大衛，就從禾場上出去，臉伏
於地，向他下拜。22 大衛對阿珥楠說：
「你將這禾場與相連之地賣給我，
我必給你足價，好在其上為耶和華築一座壇，使民間的瘟疫止住。」
23
阿珥楠對大衛說：
「你可以用這禾場，願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悅的去行。
我也將牛給你作燔祭，把打糧的器具當柴燒，拿麥子作素祭。這些我都
送給你。」24 大衛王對阿珥楠說：
「不然！我必要用足價向你買。我不用
你的物獻給耶和華，也不用白得之物獻為燔祭。」25 於是大衛為那塊地
平了六百舍客勒金子給阿珥楠。26 大衛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獻
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華。耶和華就應允他，使火從天降在燔祭壇上。
27
耶和華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
28

那時，大衛見耶和華在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場上應允了他，就在那裡
獻祭。29 摩西在曠野所造之耶和華的帳幕和燔祭壇都在基遍的高處；
30
只是大衛不敢前去求問神，因為懼怕耶和華使者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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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主任：謝天賜弟兄

電郵：keithtse@skwe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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