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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週年感恩主日崇拜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八日  上午十時  
 

香港浸信教會顯理福音堂  
HONG KONG BAPTIST CHURCH HENRIETTA CHAPEL 



講員：梁明財牧師                   司琴/司鼓：江希敏姊妹、盧弘毅弟兄 

主席：李佩儀傳道                       和唱：郭子維姊妹、賴佩恩姊妹 

領詩：李佩儀傳道                             王俊傑弟兄、陳卓浩弟兄 
 

序樂   …………………………….………………………..…..……….…...…………江希敏姊妹 
 

宣召 …..…………….………【詩篇 100：4-5】經文引自《和合本修訂版》.….….…..……領詩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存到永遠，祂的信實直到萬代。 

 

讚美  .…………..……………………世頌 24【讓讚美飛揚】…….………..…..………眾立 
版權屬 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蒙許可使用。  
在這美麗的時刻，我們相聚在一起， 

神的愛，擁抱着我們，神的靈充滿這地。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 
擊鼓跳舞揚聲歡呼，凡有氣息都要讚美祂， 

讓讚美從四處響起，讓音符在空中飛舞，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 
讓讚美從四處響起，讓音符在空中飛舞，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 

 

讚美祈禱 ………...…….…………………..………………………………..………..……… 主席 
 

詩歌..…….….……..………………….……【謝謝我主】….......…..……..………..…..…眾坐 
版權屬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所有，蒙許可使用。  

謝謝我主願施恩醫治我，從未嫌棄抱緊我入祢懷， 
謝謝我主願關心與體諒，常維護我在恩典裡改正。 
謝謝我主常帥領我導航，無懼前往靠著神恩必得勝， 
謝謝我主今應許永確定，在我一生裡只有祝福沒咒詛。 

 

詩歌..……..……..……………………….【將溫暖贈送】…….…………...………………眾坐 
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所有，蒙許可使用。  

神對我的恩寵，是偉大無窮，愛護我每天細心栽種， 
彈琴伴歌頌，讓主恩飄送，快樂會送走冰凍。 

無論病苦貧窮，或跌倒傷得很痛，都可安慰抱擁， 
如紅日的笑容，又似風輕輕吹送，歌聲將愛心種，可將溫暖贈送。 

 
獻詩..……………….……..…………【沒有祢  那有我】..……………..……………….詩班 

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協會 1994 所有，蒙許可使用。  
從來未試過將一生交託，為祢真正活過， 
從來未盡用我恩賜，深知祢恩有許多， 
回頭望過去一生的經過，唯有祢的火， 
光照路途每一步，去衝破障礙又破浪。  
如若沒有祢今天不知道，怎麼可有我， 

如若是獨自去闖，不知風雨怎去可擋，祈望用我有一切的恩賜， 
為祢去作光，不理路途是艱鉅，全為祢去苦幹。 

讓我手能為人，送予永活盼望，讓我口傳萬民，讚美遠達四方， 
讓我心全為神，每晝每夜去宣講，將一生交給主，努力幹。 

將一生交給主，努力幹。 



啟應經文..…………………………. 頌主 47【患難有益】………..………….…...主席/會眾 
版權屬 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蒙許可使用。 

羅 8：18，26，28-30，林後 1：3-4，林後 4：17-18，詩 119：67，71，75，詩 66：10-12，賽 30：20-21    
     帶領：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會眾：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
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帶領：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會眾：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

弟兄中作長子。 
帶領：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

叫他們得榮耀。 
會眾：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 
帶領：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

遭各樣患難的人。 
會眾：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帶領：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

不見的是永遠的。 
會眾：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現在卻遵守祢的話。 
帶領：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祢的律例。 
會眾：耶和華啊，我知道祢的判語是公義的；祢使我受苦是以誠實待我。 
帶領：神啊，祢曾試驗我們，熬煉我們，如熬煉銀子一樣。 
會眾：祢使我們進入網羅，把重擔放在我們的身上。 
帶領：祢使人坐車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祢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 
會眾：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 
帶領：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 
會眾：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 
 
獻詩……………………………………..…….【唯獨倚靠祢】………..……….…..….…Solar3  

版權屬 火把音樂 (Torch Music) 所有，蒙許可使用。  
若非祢流出寶血贖回我 我怎能有機會重新來過 
看見我所有罪惡和軟弱 祢卻用完全的愛接納我  
雖然我曾有失信遠離過 但祢信實仍緊緊抓住我 
學會放手不再靠自己活 只誇耀祢一切為我所做  

唯獨倚靠祢 唯獨依靠祢 無價的寶血 映出真實的我 多麼不等價的替換 
唯獨倚靠祢 唯獨依靠祢 成就永恆 堅定不移的約 天涯海角祢把我尋回 耶穌  

因祢的寶血 恩典的寶血 修補一切 再次立約 
因祢的寶血 犧牲的寶血 坦然無懼 到祢面前 

無瑕疵的愛 來到破碎的我 面前 
 
奉獻及祈禱…………..………………………………………..…….……….….……………主席  

「因為萬物都從祢而來，我們把從祢的手得來的獻給祢。」 
（歷代志上 29：14） 

金錢奉獻乃信徒對神的感謝及信心的回應， 
未認識奉獻意義者可以自由參與。 

 

～請小朋友離座返回課室崇拜～ 



 
讀經…………….……..…..………….【創 11：1-9】.…………………..……..………..主席 

經文引自《和合本修訂版》 
 

11:1 那時，全地只有一種語言，都說一樣的話。 
11:2 他們向東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找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裏。 
11:3 他們彼此商量說：「來，讓我們來做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 

當石頭，又拿柏油當泥漿。 
11:4 他們說：「來，讓我們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我們要為 

自己立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面上。」 
11:5 耶和華降臨，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11:6 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了同一個民族，都有一樣的語言。這只是 

他們開始做的事，現在他們想要做的任何事，就沒有甚麼可攔阻他們了。 
11:7 來，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語言，使他們彼此語言不通。」 
11:8 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裏分散在全地面上；他們就停止建造那城了。 
11:9 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了全地的語言，把人從那裏分散在全地面上， 

所以那城名叫巴別  。 
 

講道……………….….……..…【聚散有時，有誰可依？】.……………………梁明財牧師 
 

回應詩歌……….………………世頌 318【祢是我藏身處】……………...….………… 眾立 
版權屬 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蒙許可使用。 

 

祢是我藏身處，以得救喜樂歌，四面重重圍繞我， 
當懼怕的時候，我要信靠祢。 

我要信靠祢；一切軟弱變剛強，在上主大能中。 
祢是我藏身處，以得救喜樂歌，四面重重圍繞我， 

當懼怕的時候，我要信靠祢。 
 

家事分享………………………………………..…………………..……………………李佩儀傳道 
 

短片分享 ……….…………顯理福音堂 29 週年記念花絮…………..………..李佩儀傳道 
 

牧養祈禱………………..………………………………………..………………...……李佩儀傳道 
 

祝福 …………………………………………….…………………………………梁明財牧師/眾立 
 
祝福頌…………………………….………世頌 564【祝福頌】.……………………………眾立 

版權屬 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蒙許可使用。  
願主天天常與你同在；當你禱告，主恩環繞你， 

無論何時何地願主大能保護你，願你常行在主愛的光中。 

 
～請大家留步影大合照～ 

            本週事奉人員 18/9(實體及直播 ) 

招待員： 黃白素娟姊妹 司事： * 魏陳和姊妹、呂鄧靄儀姊妹 

音響電腦： 楊明恩弟兄 兒童崇拜： 曾曾曼誼姊妹 

週六崇拜 (17/9)暫停一起參加 (18/9) (29 週年堂慶感恩主日 ) (10/9)  

       

 

   

 

        



講道大綱 
講員： 
講題： 

經文： 

梁明財牧師 
聚散有時，有誰可依？ 

創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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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事奉人員 25 / 9 (實體及直播) 

講員： 梁保榮傳道 司事： 

 

*曾曾曼誼姊妹、張何惠蘭姊妹 
主席： 鄧陳頌靈傳道 招待員： 

羅 

黃白素娟姊妹 

領詩： 

 

張大成弟兄 兒童崇拜： 

 

羅 

魏陳麗琴姊妹 

司琴： 

 

 

方玉梅姊姊 音響電腦： 

 

黎尚源弟兄 

下週六事奉人員 (24 / 9) 

講員： 李明麗傳道 司琴： 敬拜隊 

主席/領詩： 敬拜隊 司事： 伍婉晴姊妹、周子添弟兄 

家事報告：  梁保榮傳道 音響/電腦： 高浩軒弟兄 / 陳經典弟兄 



家事分享 

聚會推介 

聚會資料 

 
 
 

A. 歡迎今晨首次或再來重聚的朋友。新來賓請留下資料以便聯絡，建立情誼分享主愛。 
B. 鳴謝：1. 梁明財牧師（九龍城浸信會義務顧問）蒞臨本堂證道，謹此致謝。 

2. 鐘鴻鈞弟兄蒞臨本堂擔任詩班指揮，謹此致謝。 
3. 黃競青姊妹蒞臨本堂擔任攝影，謹此致謝。 

C. 教會： 
1.  堂委會將於今午 1:30 以實體和 Zoom 進行，請堂委預留時間出席，歡迎弟兄姊妹列席參與，如有

需要可以聯絡堂主任。 
2.  新一季《每日讀經釋義》已放於司事枱，請弟兄姊妹簽名取用。 
3.  本堂下年度當選之堂務委員會成員，合共四位如下：周大業弟兄、周鄭景欣姊妹、陳黃燕芬姊妹、 

馮潔梅姊妹。求主加能賜力，使用每位新任堂委，造就生命，建立教會！ 
  4.  9 月 25 日崇拜後舉行主席、領詩和司琴研討分享會，由李佩儀傳道帶領分享/探討，請事奉人員預 

留時間出席。 
5. 奉獻方法： 

5.1 選用「轉數快」FPS 轉賬，只需輸入教會轉數快號 : 6620629 
5.2  轉賬或存款到東亞銀行儲蓄賬號 015-1336800499-1，賬户名稱如下 :  

[ 香港浸信教會顯理福音堂 ] 或  
[ Hong Kong Baptist Church Henrietta Chapel ]。 

5.3 請將轉數快或轉賬記錄電郵致 henrietta.chapel@gmail.com 及註明奉獻項目。 
 

【母會消息】：電影欣賞會《一針見血》精華版 -  
日期：2022 年 10 月 8 日(六) 
時間：下午二時至四時  
地點：香港半山堅道 50 號 9 樓全層 

💫《一針見血》你問我答分享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15 日(六) 
時間：下午二時至四時  
地點：香港半山堅道 50 號 7 樓 
報名：交誼坊或網上報名 http://hkbc.org/f1350 

查詢：馬王翠群幹事 2840 2751 / 鄧樂生傳道 2840 2754  
 
【環球聖經公會】【講座】 

舊約聖經今讀：以西結書今讀 
講員：葉希賢博士  
日期：23/9（週五） 晚上 7:30-9:30 
地點：深水埗浸信會 長沙灣廣利道 4 號 

祈禱會 
 

主日   上午 9:00   106 室 
 

 
成人團契 
 

每月第三個      一樓小禮堂 
禮拜六晚上 7:30  及網上 

網上 

 

主日崇拜 
 

主日   上午 10:00 一樓小禮堂 
 

 
家庭小組聚會 
 

每月第四個主日  G03 室 
上午 11:30 

 

 

週六崇拜 
 

禮拜六 下午 3:00  一樓小禮堂 
 

 
以琳團契 
 

每月第二個      嘉滙 802 室 
禮拜六晚上 8:00  及網上 

 

 

兒童崇拜 主日   上午 10:00  106 室  Love U 2 團契 禮拜六下午 4:00  一樓小禮堂  
 

國畫/書法班 主日   上午 09:00  G03 室  VB 團契 禮拜六下午 1:30  各課室  
 

成長班 主日   上午 11:30  各課室  Amazing 團契 禮拜六下午 1:30  一樓小禮堂  
 

婦女查經 禮拜二 上午 10:00  網上  Solar 3 家團契 禮拜六下午 4:00  各課室  
 



上週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 

觀看點擊率 

50 

122 
祈禱會 6 Love U2 團契 14 

週六崇拜 79 成長班 -- VB 團契 -- 

兒童崇拜 4 成人團契 -- Amazing@Solar 團契 -- 

婦女查經 11 以琳團契 -- Solar 3 家團契 17 

詩班 -- 國畫/書法班 2 家長成長小組 -- 
    

 

 

 

 

 

 

 
 

 
 

使命宣言 
彰顯基督，成為服侍顯理中學及鄰近學校的學生 

與其家庭的相愛群體。同時，努力作主見證，讓所有 
遠近渴慕真道的人加入及建立這個立足於北角的堂會， 

成為關心年青人的相愛群體。 
 

主日奉獻 $ 6282.2     週六崇拜奉獻 $ 544.5 

 
堂主任： 

 
李佩儀傳道 

 
2512-2489 

 

 henrietta.aglee@gmail.com 

傳道： 鄧陳頌靈傳道 2512-2489  eileenchan@hkbaptistchurch.org.hk 

傳道： 梁保榮傳道 2512-2489  nickleung@hkbaptistchurch.org.hk 

傳道： 李明麗傳道 2512-2489  henrietta.lila@gmail.com  

福音幹事： 馮邵靄萍姊妹 2512-2489  fionsiu@hkbaptistchurch.org.hk 

幹事： 謝敏華姊妹 2512-2817  henrietta.chapel@gmail.com 

教會電郵： 
教會辦公室： 

henrietta.chapel@gmail.com  教會網頁 :  www.henriettachapel.org 
北 角 渣 華 道 18 號 嘉 滙 商 業 大 廈 8 0 2 室  2512-2817 

聚會地點： 北 角 城 市 花 園 道 二 號 顯 理 中 學 一 樓 小 禮 堂 
  

mailto:henrietta.chapel@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