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 月 31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崇拜暫停

早堂崇拜(直播)～～～～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1 月 30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下午二時正
講題．．．．耶穌「八福」的應許
講員．．．．．．．．林焯忠執事
經文．．． 馬太福音五章 1-12 節
主席．．陳麗萍姊妹、謝秀琼姊妹
司琴．．．．．．．．楊斯妮姊妹

青年崇拜(直播)～ 下午四時正
講題．．．．．防禦性悲觀性樂觀
講員．．．．．．．．．朱莉傳道
經文．．．．．．．．． 詩 27 篇
主席．．．．．．．．盧銀鳴幹事
敬拜隊．．．．．．．．The Flock

講員：梁桂霞傳道
司琴：李子安弟兄
主席：簡民基牧師、鄧惠玲傳道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簡民基牧師
讀經．．．．王上 19：1-19．．． 簡民基牧師
講道．．．．．走佬僕人．．．．．．．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梁桂霞傳道
祝福．．．．．．．．．．．．． 簡民基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崇拜暫停

2021 年 1 月 31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2021 年 2 月 3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

崇拜暫停

家事報告
1. 2 月 14 日(星期日)為農曆年初三，本堂仍安排直播崇拜，請信徒按時
進入教會網頁收看。另 2 月 13 日(星期六)青年直播崇拜暫停一次，
是日長者崇拜則照常安排錄播崇拜。
2. 2 月 12 日(星期五)至 2 月 15 日(星期一)為農曆新年公眾假期，本堂
一切活動暫停。
3. 因著有信徒近來考慮移民海外，歡迎與本堂教牧同工聯絡並留下聯絡
資料，本堂在可能範圍下提供支援，並為有關肢體禱告。
4. 感謝會眾過去一年一直透過網上銀行或銀行入數方式奉獻本堂，現奉
獻本堂除可用 WhatsApp 收據外，亦可使用 Signal52633834 上傳入數
收據、或截圖轉賬影像至本堂。


關懷貧窮人事工
疫要開飯，三個月後…
(一杯涼水的祝福)
在新冠病毒持續擴散的疫情下，感謝神藉眾肢體支持去年的“疫要開
飯”物資分享運動。截至 2020 年 12 月總計收到現金捐贈超過 11 萬元。
因疫情嚴峻，我們在 9 月初將收到的
捐獻中，先將物資調撥約 10%分配予
難民事工，餘下的於 2020 年 10 月，
經過兩次外展出隊接觸土瓜灣及白
田社區後，我們便隨即開始「基層家
庭生活支援計劃」，支援家庭成員就
業不足或失業者，連續 3 個月送出
油、米、搓手液、飯券及超市券。是次計劃共約 30 個貧乏家庭受惠，祝
福了近 100 人。神亦祝福當中的福音工作，令部份家庭對福音態度開放。
疫情下的聖誕節，我們亦轉贈了部分超市券支持同心圓關懷社區行動，
此外，又特別送出西餅券予家庭及小禮物給兒童，讓我們所接觸的眾家
庭經歷主耶穌的愛；未來的農曆年我們亦已為每個家庭預備了“利是”
一封，盼望他們在困境中仍能歡度新春。
2021 年 2 月，我們會繼續將收得的金錢捐獻，全數撥作支援基層家庭的
生活，對仍在水深火熱中的家庭，展開第二階段的支持計劃。
「憐憫貧窮
的，就是借給耶和華」（箴言十九 17）。鼓勵活在恩典中的你我，以上帝
的憐憫慈愛，藉禱告或金錢，繼續支持“疫要開飯”與貧困者同行！

2021 年基教部春季(1-3 月)課程簡介
2021 年基教部的春季(1-3 月)課程因受疫情影響，將以 Zoom 的形式進
行，稍後導師會聯絡參加者，如有疑問可向辦公室查詢。
課程

日期

時間

成長課程(二)：認識教會

3/3 至

晚

截止：21/2/2021

31/3(三)

7:45-9:15

導師
周國蘭傳道

註：詳細課程資料及報名手續，請參考教會網頁。


兩年讀完聖經
為鼓勵會眾讀經，每天讀 2 章聖經，務求 2 年內讀完全本聖經一次，計
劃歡迎隨時中途加入，所需時間會順延。
2021 年 2 月: 腓利門書(1)、雅各書(1-5 章)、利未記(1-27 章)、詩
(11-20)、雅歌(1-8)


同工動態

林傳道於今主日(31/1)外出信望愛福音會北角堂講道。



早堂唱頌歌詞

《耶和華行了大事》
(曲:曾祥怡，詞: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1.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祂鋪張雲彩當遮蓋，夜間使火光照。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祂在乾旱之處使水流成河。
2.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祂命令狂風止息，那波浪就平靜，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祂張開雙手，我們就得飽足。
* 我們要歡呼，述說祂的作為，我們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
我們要歌頌，要歡呼；述說祂的作為。
我們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
Bridge

祂必帶領選民歡呼向前；祂將列國的地賜給我們。

《一生愛祢》
(曲/詞:游智婷、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親愛的寶貴耶穌，你愛何等地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愛你是我的喜樂。
* 一生愛你，一生敬拜你。一生愛你，一生榮耀你。
一生奉獻，一生不回頭。一生愛你，跟隨你。
[回應詩]

《跟隨主腳蹤》
（新普天頌讚 725）

1. 你願否跟從我來，若我召喚你名？
願赴他鄉遠方去？被主改變生命？
讓我愛藉你表彰，我名高舉得傳揚，
我生命塑型增長你內，你藏主內？
2. 你願否捨棄一切，若我召喚你名？
人或善、惡俱關顧？被主改變生命？
願否受敵視、排斥？生命取向招隔閡？
讓我垂聽你禱祈，將你藏身主內？
3. 讓瞎子因你看見，若我召喚你名？
讓罪奴得主釋放？被主改變生命？
以你愛潔淨痲瘋？在暗中施行善工？
認同我生命相通，將你藏身主內？
4. 願否愛躲藏的“你”，若我召喚你名？
讓我平息心恐懼？被主改變生命？
願否將信心實踐？將世界塑造改變？
藉我聲、觸、眼察驗？將你藏身主內？
5. 主號令真實清晰，當祢召喚我名，
求讓我轉回跟隨，被主改變生命！
願我行在主愛中，永遠跟主腳蹤，
言語行止皆服從，深深藏身主內。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
□

每周代禱欄 (1 月 31 日至 2 月 6 日)



秘魯共和國
秘魯是南美洲西部的一個國家，北鄰厄瓜多爾和哥倫比亞，東與巴
西和玻利維亞接壤，南接智利，西瀕太平洋，是南美洲國家聯盟的
成員國。2020 年人口約 3,280 萬，是南美洲人口第 4 多的國家，
民族包括美洲原住民、歐洲人、非洲人和亞洲人。89%人口稱自己
為天主教徒、6.7%為福音神學信仰者、2.6%為其他宗教信仰者、1.4%
為沒有宗教信仰。秘魯是全球 20 個(COVID-19)疫情最嚴重國家中
死亡率居冠，甚至超越美國、巴西和墨西哥。
禱告：
求神給政府智慧，做好防疫及恢復經濟，有效控制疫症的蔓延，又
能解決失業的危機，看顧貧民，供應他們有足夠的糧食，給他們有
工作的機會以維持生計。
求主復興基督教會，堅固信徒的信心，在患難中持守信仰，見證基
督。
禱告記念新先生本來肩周炎的左手已康復，但另一邊右肩膀又開始
疼痛，求主憐憫醫治。
為疫情突然急轉直下禱告，盼望天父眷顧保護，並讓人尋求從上而
來的平安。
禱告記念新寶寶開始轉為網上和家庭教學，求加能力適應和安排好
時間，疫情能夠控制，學校能盡快回復正常上課。
零售業是香港主要的服務行業之一。持續的疫情使實體商店的
營業額不斷萎縮，再加上近年因科技迅速發展以及消費者改變
購物的習慣(愈多人愛網購)，令傳統的零售業愈難經營；而且
經濟的不穩更令零售業的前景更具挑戰。祈求主賜智慧給經營
者能靈活多變，配合市場的需要；又禱告記念在此行業工作的
弟兄姊妹。
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導致深水埗區十多幢相鄰大廈的居民有可
能隨時面臨「突襲式封區」的影響，求主止息病毒的蔓延，及
讓政府能早日截斷傳播鏈，安定人心。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約一年，普遍市民身心靈已感抗疫疲勞，焦
慮不安，做成個人情緒困擾及家庭衝突現象，求主將平安盼望
賜下，讓人因祂走出憂悶。
教會 70 周年堂慶年，「禱告＠主前」於已開始一個月，感恩有
接近 100 名信徒參加，求主凝聚眾信徒同心為教會守望禱告。
疫情影響經濟下，許多信徒面臨失業，開工不足的困難，求上
帝看顧，賜信徒忍耐確信主的恩典夠用。
請為本堂幼稚幼兒園因參與政府的資助計劃帶來不少適應禱
告，求主給各校董有智慧去安排各項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