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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六 崇 拜 程 序         291219 

 

主席：葉智聰弟兄 

 

 

敬    拜──────────────────────敬拜隊 

「保護我」 

「Immanuel」 

「全為愛」 

 

讀  經────主題：同頌神恩‧效主謙卑────陳俊達弟兄 

    

舊  約：以賽亞書   63：7-9     (舊約 1105 頁） 

福  音：馬太福音    2：13-23   (新約 4 頁） 

書  信：希伯來書    2：10-18   (新約 346 頁）    

    

講  道─────講題：苦難得以完全──────周冠宗弟兄 

 

分  享──────香港足球體育事工──────葉顯揚先生 

 

奉  獻───────「Immanuel」──────────眾坐 

(今主日多收一次奉獻，作為支持本堂宣教差傳專款) 

 

牧禱及家事────────────────────教牧同工 

    

祝福差遣─────────────────────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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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席：勞敏儀宣教師               司琴：鄧美信姊妹 
 
 
始禮頌─────────────────────────眾坐 

 
以 馬 內 利 

 
以馬內利，以馬內利， 

祂名稱為以馬內利； 

神同在，在我裏面， 
祂名稱為以馬內利。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主席    

哈利路亞！你們要從天上讚美耶和華，在高處讚美他！願這

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因為獨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榮耀在

天地之上。                         (詩篇 148：1,13） 

 
唱  詩──────「生命之神歌」(普頌 34 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上帝啊，我們稱謝你，我們稱謝你！你的名臨近，人都述說你奇妙的作

為。 

應應應應：：：：要向他唱詩要向他唱詩要向他唱詩要向他唱詩，，，，向他歌頌向他歌頌向他歌頌向他歌頌，，，，述說他一切奇妙的作為述說他一切奇妙的作為述說他一切奇妙的作為述說他一切奇妙的作為！！！！    

啟：這一代要對那一代頌讚你的作為，他們要傳揚你的大能。他們要述說你

威嚴榮耀的尊榮，我要默念你奇妙的作為。 

應應應應：：：：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讚你我的嘴唇要頌讚你我的嘴唇要頌讚你我的嘴唇要頌讚你。。。。    

啟：你們當為雅各歡樂歌唱，為萬國中為首的歡呼。當傳揚，頌讚說：「耶

和華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以色列的餘民。」 

應應應應：：：：願願願願我我我我們以感謝為祭獻給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他，，，，歡呼述說他的作為歡呼述說他的作為歡呼述說他的作為歡呼述說他的作為！！！！    

啟：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

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 

應應應應：：：：願我們願我們願我們願我們為真理為真理為真理為真理、、、、謙卑謙卑謙卑謙卑、、、、公義威嚴地駕車前進公義威嚴地駕車前進公義威嚴地駕車前進公義威嚴地駕車前進，，，，無不得勝無不得勝無不得勝無不得勝；；；；願你願你願你願你的右手顯的右手顯的右手顯的右手顯

明可畏的事明可畏的事明可畏的事明可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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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願賜忍耐和安慰的上帝使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為使你們同

心同聲榮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 

應應應應：：：：我們都要同心我們都要同心我們都要同心我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彼此體恤彼此體恤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相愛如弟兄相愛如弟兄相愛如弟兄，，，，存憐憫和謙卑的心存憐憫和謙卑的心存憐憫和謙卑的心存憐憫和謙卑的心。。。。    

    

祈  禱────────────────────────主席 
 

主 禱 文───────────────────默禱後細聲同唱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 

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 

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們 

 
唱    詩────「神聖同志歌」(普頌 325 首)─────-起立同唱 
 
讀  經────主題：同頌神恩‧效主謙卑────-楊紹昌弟兄 
 

舊  約：以賽亞書   63：7-9    (舊約 1105 頁） 

福  音：馬太福音   2：13-23   (新約 4 頁） 

書  信：希伯來書   2：10-18   (新約 346 頁）    
 
講  道─────講題：苦難得以完全──────周冠宗弟兄 
 
唱  詩────「守信歌」(普頌 431 首)───────起立同唱 
 

分  享───────香港足球體育事工─────葉顯揚先生 
 
奉  獻───────────────────────眾坐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今主日多收一次奉獻，作為支持本堂宣教差傳專款) 
 
牧禱及家事────────────────────教牧同工 
 
祝福差遣──────────阿們頌───────祝福後同唱 
 

阿  們， 阿  們， 阿  們 ，阿  們。 
 

〈〈〈〈先先先先    讓讓讓讓    主主主主    禮禮禮禮    及及及及    詩詩詩詩    班班班班    退退退退    席席席席    ，，，，    會會會會    眾眾眾眾    默默默默    禱禱禱禱    後後後後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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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家家    事事事事    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    

《 代 禱 事 項 》 

1. 歡迎首次蒞臨本堂聚會的朋友，敬請留下芳名，以便聯絡。 

2. 承蒙「香港足球體育事工」事工總監葉顯揚先生蒞臨本堂周六及主日分享，謹表

歡迎並致謝忱。 

3. 今主日多收一次奉獻，作為支持本堂宣教差傳專款，本堂過去一直使用「宣教差

傳專款」奉獻支持本港基督教機構，弟兄姊妹可以奉獻該專款以表示支持。 

1. 教會祈禱會於週六(28/12)崇拜後及主日(29/12)崇拜前早進行，敬請弟兄姊妹預

時間出席。 

2. 聖誕日暨聖誕崇拜共 213 人出席，見證 10 位成人洗禮，5 位兒童洗禮，及 3 位

轉會禮，感謝領導員及多位協助場地及影音之弟兄姊妹。 

3. 「平安夜燭光崇拜」(24/12)共 96 人出席，一同以詩歌及思想聖經話語記念基督

降生。 

4. 31/12 晚上七時三十分於中學小禮堂舉行「年更感恩分享會」，歡迎弟兄姊妹參

加，回顧及數算上主的恩典。 

5. 下週為立約及受託聖餐主日，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靈，同領 2020 年首次主餐，

誠心向主立約。另主日崇拜後設有午膳聯誼，請自備餐具並留步享用。 

6. 請各團契團長、小組組長於 31/12/2019 前提交未申請款項之單據，並於明年

8/1/2020 提交 2019 年結餘帳目及 2020 年預算申請款項。 

7. 蘇騰先生(羅偉玲姊妹丈夫)於 7/12 安息主懷，安息禮定於 11/1/2020(六)早上

10:30 在萬國殯儀館進行，願主安慰家人。 

1. 為各新洗禮的弟兄姊妹禱告，願主保守各人的新生命與新生活，賜各人繼續成長

及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2. 為聖誕各項事工順利完成感謝主，願上主的名被傳揚，祂降生帶給人的福音及希

望散播到社區中。 

3. 2019 年即將過去，我們感謝主在這一年中的帶領和施恩，亦求主引領 2020 年的

道路，在祂恩手中我們繼續努力見證主，服事人群。 

4. 為本堂患病的肢體禱告，願主賜下安慰及平安，常與他們同在。 

5. 請為明年度之堂區議會及各部組、教會發展方向及同工代禱，求上帝保守我們事

奉主的心，感動我們積極參與堂會事奉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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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崇拜崇拜崇拜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28/1228/1228/1228/12    29/1229/1229/1229/12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任曉昕姊妹 梁悅明姊妹 

王敏姍姊妹 郭家成弟兄 

林炳華弟兄 劉玉媚姊妹  

羅雪貞姊妹 伍愛玲姊妹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劉永楓弟兄 葉智聰弟兄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何文誦弟兄 劉啟樑弟兄 陳藹怡姊妹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蘇炳鏗弟兄 林禮濤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葉智聰弟兄  

 

下

週

 4/14/14/14/1 立約受託立約受託立約受託立約受託    5/15/15/15/1 立約受託立約受託立約受託立約受託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黃仲君姊妹 陳榮照弟兄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王澤堂牧師 王澤堂牧師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敬拜隊 B 鄧少琴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陳婉儀姊妹 鄭綺明姊妹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陳重安弟兄 陳桂清姊妹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林禮濤弟兄 林禮濤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聖誕後第二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耶利米書 31:7-14 約翰福音 1:1-18 以弗所書 1:3-14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鄭錦玲姊妹 陳靜雅姊妹 葉智聰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林晴姊妹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李晴峯弟兄 曾頌為弟兄 

何文諾弟兄 余穎彤姊妹 

陳藹怡姊妹 袁蘊華姊妹 陳桂清姊妹

趙少娟姊妹 鄧石成弟兄 鍾淑貞姊妹 

 24/12(24/12(24/12(24/12(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夜夜夜夜崇崇崇崇拜拜拜拜))))    22/1222/1222/1222/12    

主日獻金主日獻金主日獻金主日獻金    

堂費堂費堂費堂費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獻獻獻獻花花花花、、、、刊刊刊刊    

慈惠慈惠慈惠慈惠    

宣宣宣宣教差傳教差傳教差傳教差傳    

節期奉節期奉節期奉節期奉獻獻獻獻    

學校福音學校福音學校福音學校福音    

    

2,000.002,000.002,000.002,000.00    

1,500.001,500.001,500.001,500.00    

    

    

400.00400.00400.00400.00    

1,406.001,406.001,406.001,406.00    

2,604.002,604.002,604.002,604.00    

92,670.0092,670.0092,670.0092,670.00    

14,550.0014,550.0014,550.0014,550.00    

    

650.00650.00650.00650.00    

    

    

1,000.001,000.001,000.001,0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5,306.005,306.005,306.005,306.00    111,474.00111,474.00111,474.00111,474.0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96969696 人人人人    213213213213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    20202020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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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8/12 堂區議會會議    議決事項撮要 

 

接納「宣教差傳專款」小組建議之 2019 年度支持機構，名單如下：  

 

1.澳門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澳門堂 7.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本堂何偉圻弟兄任職)

2.循道衞理佈道團 8.以利亞使團           (本堂韋鍵鏘弟兄任職)

3.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 9.天梯                 (本堂陳家渭弟兄任職)

4.香港基督少年軍 10.香港足球體育事工    (本堂羅治山弟兄任職)

5.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11.時代論壇            (本堂任志強弟兄任職)

6.基督教更新會  

1. 選任各委員會委員及代表 

  2.1 堂區議會職員       主  席 ：葉灼玲 

                        副主席 ：葉康明 

                        書  記 ：陳敏芝 

                        司  庫 ：麥浩邦 

  2.2 人事委員會(2 年任期)  ：林晴、葉俊傑 

      人事委員會(1 年任期)  ：陳敏芝、程佩新 

  2.3 牧職關係諮詢委員會 ：李振明、陳俊達、梁慧思 

  2.4 財務委員會 

  2.5 宣教差傳專款  

：伍蕙珠、李振明、王作強 

：劉永楓、鄺月梅 

  2.6 總議會代表部會議 ：李晴峯、葉灼玲、陳榮照 

陳敏芝、葉俊傑 

  2.7 九龍東聯區會議  ：張偉文、梁慧思、李振明、 

沈立平、鍾淑貞 

2. 接納 2020 年本堂主題「我們是上帝的子民」。 

3. 關於「方麗寬紀念專款」之籌劃及使用，通過委仕劉永楓弟兄及葉灼玲姊妹

擔任「兒童及家庭事工」和「支援長者事工」的小組召集人。 

4. 感謝葉俊傑弟兄過去三年擔任堂區議會主席、及吳永峰弟兄擔任崇拜事工部

部長之事奉，本議會成員表示欣賞和衷心感謝，並記錄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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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度堂區議會全體成員 

當然出席成員 

堂主任   ：王澤堂牧師     

宣教同工 ：勞敏儀宣教師 蘇家安宣教師 

義務教士 ：黃根春義務教士、曾兆基義務教士 

 

堂區議會職員 

主席：葉灼玲  副主席：葉康明 

書記：陳敏芝  司 庫：麥浩邦 

 

教友代表  

陳敏芝 陳榮照  鍾淑貞  程佩新  葉灼玲  葉俊傑  鄺月梅 

李晴峯 李振明  林  晴  麥浩邦  伍蕙珠  沈立平  韋鍵鏘  

任志強 葉康明   

 

各部部長/學長/隊長 

青少年部    陳俊達      成年部      譚家齊 

栽培訓練部   曾兆基      崇拜事工部   梁慧思 

教友關顧部   張偉文      宣教佈道部   懸空 

兒童主日學學長  劉永楓      基督少年軍隊長   黃達森 

 

列席同工及實習神學生 

黃翠賢、曾少卿、葉智聰、周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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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會培靈祈禱會  

每月第二主日 下午2:00-3:00 中學小禮堂 
在堂會35週年的活動中，我們數算主恩的豐富，但我們不甘於「在這裡真好」！上主把全

教會祈禱會的異象放進各人心裡，事就這樣成了。2020年起，讓我們來，透過禱告重整

屬靈生命、守望教會、守望社區、守望我城。  

1月12日  宣告主的名：自有永有的上帝 
 

信息：重建耶路撒冷城牆 (尼希米記 3：1-17) 
講員：勞敏儀宣教師 
 

我們來使教會成為萬⺠禱告的殿 

⿎勵⼤家預留時間出席，⼀起宣告主的名，復興自己，復興教會。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19/202019/202019/202019/20 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全全全全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探探探探    訪訪訪訪    日日日日 

本堂為增進關懷弟兄姊妹於關懷探訪事工上能順利推展，讓肢體彼此相互鼓

勵，學習關顧別人，使關愛傳開，從而建立「關懷文化」的教會，實踐分享

主愛。將探訪本堂教友家庭及友誼會友，分享主愛，互相關懷勉勵。歡迎有

意參與探訪 或 開放家庭接受探訪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傳遞關愛。 

日期：2020 年 1 月 5 日（下主日） 

時間：下午二時至約四時半 

集合：欣圍樓 

對象：本堂會友家庭、友誼會友及街坊等…… 

歡歡歡歡    迎迎迎迎    各各各各    位位位位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年更感恩分享會年更感恩分享會年更感恩分享會年更感恩分享會    31/12/2019 (31/12/2019 (31/12/2019 (31/12/2019 (二二二二) 7:30p.m.) 7:30p.m.) 7:30p.m.) 7:30p.m.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小小小小禮堂禮堂禮堂禮堂    

立約立約立約立約及及及及受託受託受託受託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4444----5/01/20205/01/20205/01/20205/01/2020    

5:30p.m.5:30p.m.5:30p.m.5:30p.m.／／／／11:00a.m.11:00a.m.11:00a.m.11:00a.m.    

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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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  金齡事工專責小組主辦 

遠足遠足遠足遠足：：：：向高山舉目向高山舉目向高山舉目向高山舉目    

欣賞自然景色考察保育情況傳承文化歷史分享信仰生命 

 

日期及路徑：１．2020 年 1 月 15 日（三）「伯公遊南山」 

２．2020 年 2 月 19 日（三）「慈雲水泉澳」 

３．2020 年 3 月 18 日（三）「坪洲手指山」 

４．2020 年 4 月 15 日（三）「大澳虎山行」 

５．2020 年 5 月 20 日（三）「暢遊紫羅蘭」 

６．2020 年 6 月 17 日（三）「北潭坳黃石」 

對   象：本會 50 歲或以上，即將退休或退休十年內之金齡信徒及未

信主之親友 

收   費：全免（請自備飲品、食物及交通費） 

名   額：每次 30 人 

截 止 日 期：2020 年 1 月 6 日（禮拜一） 

備   註：１．首次報名者必須於活動前一週遞交報名表。 

２．出席率達 80%者可獲頒發嘉許狀。 

請於本會網站 www.methodist.org.hk/news/activities/下載報名表 

查詢請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李栢怡女士（3725 4532）或許曼芝女士（3725 4531） 

 

牧師部屬下「信仰分享專責小組」主辦 

    

困苦中的信仰生命困苦中的信仰生命困苦中的信仰生命困苦中的信仰生命    

信仰分享大使頒章及委任聯絡員分享會信仰分享大使頒章及委任聯絡員分享會信仰分享大使頒章及委任聯絡員分享會信仰分享大使頒章及委任聯絡員分享會    

 

日 期：二０二０年一月十三日（禮拜一） 

地 點：本會香港堂（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 

時 間：下午七時半 

講 員：李鼎新牧師（本會前任會長） 

內 容：短詩、「信仰分享」生命見證、培靈信息、頒章及聯誼 

對 象：教牧同工、各堂宣教佈道事工之負責同工及信徒領袖、各堂之 

「信仰分享大使聯絡員」及有志於分享信仰之弟兄姊妹 

報  名：二０二０年一月六日（禮拜一）前向所屬堂會同工報名 

查 詢：歡迎致電 2528 0186／3725 4509 聯絡姜紫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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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道 筆 記                                講員：周冠宗弟兄 

講題： 苦難得以完全 

經文：以賽亞書 63：7-9  馬太福音 2：13-23  希伯來書  2：10-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議會消息 
  本會總議會辦事處首位同工張乃銓先生於本月十五日早上在屯門醫

院病逝，在世生活八十五載。 

 

  張先生於一九七二年八月起擔任本會九龍堂幹事，一九七五年起應

邀部分時間協助循道教區及總議會之工作。本會於一九八０年在水手館

設立總議會辦事處，張先生即轉任辦事處之全職同工，一九八七年二月

擢升為行政助理，一九九四年九月底榮休，惟往後數年仍於總議會代表

部會議前後協助有關工作。張先生為人辛勤儉樸、工作盡忠職守，字體

之工整，令人讚嘆！ 

 

  張先生家人訂於二０一九年十二月廿九日（主日）下午六時至九時

在九龍紅磡萬國殯儀館五樓 503 室設靈，十二月三十日（禮拜一）上午

十一時至十二時辭靈出殯，其遺體隨即移送和合石火葬場火化。 

 

  本會感謝張先生二十多年忠誠委身之服事，願主安慰其親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