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葵盛浸信會 
 

 
大齋期第四主日 

2021 年 3 月 14 日                 主日崇拜程序 
領敬拜：梁廣浩弟兄           講員: 曾培銘博士                                 

一. 敬拜及奉獻 

二. 異象推動 

三. 證道及祝福 
 
                                                                                                                                                                                                                                                                           

互勉互愛 與祢同行 

年度金句 
腓立比書 2:1-2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

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

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辦公室地點：葵涌葵昌路 78-84 號富都工業大廈 9樓 905 室 

辦公室電話：24269846，24279430  

傳真：26191435   

WHATSAPP：52474286 (只收訊息) 

電郵信箱：info@ksbc.org.hk  教會網址：www.ksbc.org.hk 

堂主任牧師：岑世顯牧師 

牧師：岑張兆蓉牧師 



 

異象推動 

一. 受難節培靈會：將於4月2日8:00～9:40pm於網上(zoom)

舉行，聯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一起紀念為我們受

苦的耶穌。 

二. 安息禮:鄭大進弟兄(孫錦妹姊妹的丈夫、鄭麗儀姊妹的

父親)於 2021 年 3月 9 日安息主懷。將於 2021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早上11:00在尖沙咀彌敦道138號聖安德烈

堂舉行安息禮，同日中午舉行火化禮(懇辭花籃)，請弟

兄姊妹為他的一家代禱，願主的平安、安慰臨到他們。 

三. 安息禮：李俊欽弟兄(李玉蘭姊妹的父親)於 2021 年 2

月 21 日安息主懷。將於 2021 年 3 月 20 日(星期六)早

上10:30在尖沙咀彌敦道138號聖安德烈堂舉行安息禮

(懇辭花籃)，同日下午舉行火化禮。請弟兄姊妹為她一

家代禱，願主的平安、安慰臨到他們。 

四.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症：由即日起，因應政府法令，崇

拜聚會有以下安排： 

1. 網上直播崇拜：自12月6日起東邨現場崇拜取消(成

人及兒童崇拜)，請弟兄姊妹留在家中參與網上直播崇

拜，直至另行通知。請注意，證道只供內部使用，未經

同意，請勿轉載或錄音錄影存檔。 

2. 小組聚會：請盡量以網上平台、電話關心等途徑。 

3. 場地借用：東邨將暫停開放。如需使用辦公室者，

請 WhatsApp 5247 4286 或聯絡牧者。 

2/2021 奉獻 常費奉獻 差傳奉獻 發展基金 其他 

每月目標 180,000 10,000 50,000  

累積獻金 106,210 3,500 1,200 1,400 

累積人次 28 6 2 3 



 

4. 若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或因疫症被隔離觀察者，請盡

快通知教會。 

5. 教會將持續留意疫情的發展，並適時檢討上述措

施，擬定聚會安排。期間若有相關查詢請 WhatsApp 

5247 4286，或聯絡牧者、各組長或執事。 

五. 奉獻安排：因應疫情特殊情況，安排以下方式奉獻。 

1. 恢復東邨崇拜後放入奉獻箱。 

2. 郵寄支票：抬頭「葵盛浸信會有限公司」或 Kwai 

Shing Baptist Church Ltd，請註明奉獻項目、奉獻

者全名及聯絡電話，郵寄至新界葵涌葵昌路 78-84 號

富都工業大廈 9字樓 905 室，葵盛浸信會收。(切勿郵

寄現金) 

3. 銀行轉帳：恆生戶口號碼 274-093236-001;名稱：

葵盛浸信會有限公司」（Kwai Shing Baptist Church 

Ltd）轉賬時，請註明奉獻者全名。轉賬後，請把收據 

WhatsApp 5247 4286、傳真 26191435 或電郵至

info@ksbc.org.hk。請註明奉獻者姓名、奉獻項目及

聯絡電話。 

備註：(1)奉獻項目參考:請參考附件資料。(2)郵寄及

轉帳之奉獻者需確認收到教會「已收到奉獻」的回覆

方可確認教會已收到奉獻。教會在以下的時限回覆，

若未能在時限中收到回覆，請致電或 WhatsApp 5247 

4286。電郵及 WhatsApp :3 天內回覆。傳真:7 天內回

覆。郵寄支票:2 星期內回覆。 

(3)在奉獻轉賬日起計七天內，若未收到奉獻者的個人

資料及奉獻項目，本堂將以無名氏身份把奉獻金額納入

常費項目。 



 

兒童崇拜事奉人員 

成人崇拜事奉人員 

 2021 年 3 月 14 日 2021 年 3 月 21 日 

講員 曾培銘博士 張兆蓉牧師 

主席 梁廣浩 岑詠天 

視訊 湯允明 湯允明 

 
聚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日崇拜 星期日 
上午 

11:00 -12:30 
盛恩基督教社會服務中心 

葵盛東村商場平台盛強樓 D翼 兒童崇拜 

暴風雨影響下本會的崇拜及聚會安排 
警告訊號 時間 聚會 

黑色暴雨警告
或八號風球 

早上七
時 

仍然懸掛 
兒童崇拜 取

消 主日崇拜 

紅色暴雨警告 
各聚會如常進行，各負責人員如常當值。 

會眾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聚會。 

日期 主題 領敬拜 講員 導師 
14/3  你聽說過嗎 兆蓉 振邦 兆蓉 

21/3  還缺少什麼 少威 少威 兆蓉 

區牧 組別 宣教士關懷 小組聚會時間 

張牧師 耆恩區 小水點 星期一 9:30-11:30am 

張牧師 喜羊羊區 鍾牧師 星期日 11:00am-12:30pm 

張牧師 研藝組 凱丰一家 星期五 7:30-9:30pm 

岑牧師 陽光組 沈牧師 星期五 8:00-9:30pm 

岑牧師 嘻哈笑口棗 - 星期五 8:00-9:30pm 

岑牧師 Tender 組 嚴牧師 星期五 8:15-10:15pm 

岑牧師 Riseupforu 組 - 星期日 1:45-4:30pm 



附件資料～奉獻封 

 



附件資料～奉獻資料參考 

 

 
 

 
 

姓名:XXX 

月份: X 月 

奉獻項目:常費:$XXXX;宣教:$XXXX 

聯絡電話:XXXXXXXX 

姓名:XXX 

月份: X 月 

奉獻項目:常費:$XXXX;宣教:$XXXX 

聯絡電話:XXXXXXXX 

 

 



 

神必帶領我們 

 

 經文: 詩篇二十三篇 

23:1 （大衛的詩。）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

不致缺乏。2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

安歇的水邊。3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

引導我走義路。4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

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

安慰我。5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

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6 我一生一

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直到永遠。 

 

 講道大綱 

1.引言：從結構和意境看神的帶領 

2.三個獨特的結構 

2.1.神是牧者，是筵席主人、也是殿的主人 

2.2.耶和華、祂與祢 



 

2.3.坐下或起來 

3.意境 

3.1.牧人看顧祂的羊、帥領前行 

3.2.與牧人同在、一無所懼 

3.3.神得勝敵人、恩典相隨 

3.4.與神同在、好得無比 

4.總結：神必帶領我們，護佑一生 

 

 小組反思討論問題 

1.「神是你的牧者」這個關係，對你在日常生活

中見證祂有甚麼幫助？ 

2.與弟兄姊妹分享一件神帶領你渡過難關的經

歷、特別是在這次經歷中，你如何依靠祂，領受

平安與能力，在困苦中見證祂。 

3.分享一件因見證神而被人嘲笑，甚至攻擊，但

當事人堅守信仰的經歷或見聞。你在其中有何啟

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