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葵盛浸信會 
 

 
復活期第四主日 

2021 年 4 月 25 日                 主日崇拜程序 
領敬拜：游子潔姊妹           講員: 張兆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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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歡迎第一次參加本堂崇拜之新朋友，請留下聯絡方

法，方便日後聯絡。上週崇拜人數 :成人 72 人；兒崇 8

人; 網上 32 人次。 

二. 恢復東邨崇拜：聚會有以下安排：  

1. 實時直播同步進行，請弟兄姊妹於十時五十分前預備進入

直播的聯結，預備心敬拜神。同步直播將實施至另行通知

為止。 

2. 請按個人狀況選擇是否參與。建議體弱、年幼及高齡者盡

量留在家中，以減低感染風險。 

3. 事奉人員將於崇拜前預備相關防疫措施，大門將於十時十

分開放，除當值事奉人員外，弟兄姊妹請勿於十時十分前

進入教會範圍。 

4. 請參與崇拜弟兄姊妹於十時五十分前到達門口進行防疫措

施，以便能準時進入禮堂崇拜。遲到者(禮堂敬拜開始後)

須於後門進入，並於門口(走廊)稍候至詩歌敬拜結束，方

由招待引導入場。 

5. 進入教會範圍前～ 

A. 須配戴外科口罩(請自備口罩)。 

B. 通過體溫檢測(體溫低於攝氏 37.5 度) 。 

C. 以搓手液清潔雙手(教會提供)。 

D. 填寫及簽署聚會活動記錄表（提供給中心作為記錄）。 

E. 新來賓必須填寫「健康申報表」方能進入崇拜。 

6. 進入教會範圍後～ 

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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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960 25,650 12,700 4,120 

累積人次 48 11 5 10 



 

A. 必須保持全程正確配戴口罩。 

B. 為確保社交距離及人數限制，入場人數將政府規定為容

納座位的 1/3，將按實際情況作出適時分流(禮堂 A→禮

堂 B→接待處→4 號房)。 

C. BB 房（舞蹈室）將暫停開放，攜帶幼兒者請移步至 1

號房。 

D. 兒童崇拜將設於茶水間。 

7. 為減低傳染風險 

A. 暫停派發文字版崇拜程序表及聖經，改用電子版，請自

行攜帶聖經。 

B. 不設傳奉獻袋程序，請自行將奉獻放入奉獻箱。 

C. 飲水機暫停使用，請自備飲用水。 

D. 全場嚴禁飲食（聖餐除外）。 

E. 請保持場地清潔，口罩請以信封妥善包好方丟棄於垃圾

桶中。 

F. 祈禱服事暫停。 

G. 如厠後，請蓋上厠蓋後沖厠，減少細菌傳播的風險。 

8. 為減少傳染機會，會眾不宜有緊密的接觸(如握手……

等)，請保持一定距離，請勿任意移動場內設施。 

9. 為了方便追蹤，崇拜開始前及結束前皆會拍照（錄影）所

有會眾的座位一次，拍照（錄影）未完成，請勿離座。（相

關紀錄僅供內部使用，28日後會銷毀相關資料。） 

10. 為避免大量人群同時散去，聚會完結後，請按指示離開會

場。聚會結束後請避免逗留(已預約之小組活動除外)。 

11. 疫症期間，如有下列狀況之肢體，敬請留家休息。  

A. 與確診人士居住同一樓層者。 

B. 會眾個人或同住家人有確診/正進行家居隔離者。 

C. 與接受檢疫人士有密切接觸者。 

D. 身體不適者 



 

12. 為保障大家的健康，若未能遵守以上防疫措施者，將被拒

絕進入或逗留於教會範圍內。 

13. 感恩能再次在崇拜中相聚～鼓勵弟兄姊妹齊心抗疫－共

同維持個人健康及崇拜場地的環境衛生。 

14. 本會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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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聖餐安排：將於 5月 2 日現場及網上直播聖餐，已受浸弟

兄姊妹若留在家中請預備聖餐，一同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們

的罪而死。 

四. 小組聚會及場地借用：組長可按個別小組狀況安排聚會形

式。如需使用辦公室者，請 WhatsApp 5247 4286 或聯絡

牧者預約場地。 

 

 

 

 備註 1：因應疫情特殊情況，安排以下方式奉獻。 

1. 崇拜時放入奉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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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奉獻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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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將在以下的時限回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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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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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5 日 2021 年 5 月 2 日 

講員 張兆蓉牧師 岑世顯牧師 

主席 游子潔 岑詠天 

直播 湯允明 湯允明 

視訊 吳文妍 鄭羽雯 

音控 黎振垣 盛雅迪 

奉獻點算 霍家輝,余美心 梁廣浩,張文婉 

招待 張文婉,胡韌,李廣斌 梁穎童,李步雲,林彬 

日期 主題 領敬拜 講員 導師 
25/4 到底是誰惹的禍 子諾 婉詩 - 

2/5 最長的馬拉松 兆蓉 兆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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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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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勉互愛 與祢同行~彼此接納 

 

 經文：羅馬書 15:1-7 

15:1 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

不求自己的喜悅。2 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

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3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

的喜悅，如經上所記：「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

我身上。」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

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

望。5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 神叫你們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穌，6 一心一口榮耀 神―我們主耶

穌基督的父！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

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 神。 

 大綱 

1. 擔代軟弱，使人得益~互勉互愛 

2. 仰望恩典，效法耶穌~與祢同行 

結語:以愛化礙 

 



 

 反思及討論問題(可選題分享) 

1. 你曾遇見令你難以接納的人、事、物嗎？ 

2. 你曾經歷因「小」紛爭而演變為「大」撕裂

的經驗嗎? 

3. 你曾在教會遇過以上的情形嗎?  

4. 你曾經因為神的緣故被人辱罵嗎? 

5. 你曾經因神的愛而接納你覺得難接納的人、

事、物嗎？ 

6. 現在的你對哪些人、事、物仍未能接納？你

期望神如何幫助你繼續忍耐盼望，最終能將榮

耀歸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