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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約 及 受 託 聖 餐 主 日  

週 六 崇 拜 程 序 
 
主席：李振明弟兄 

 
 
敬    拜------------------------------------------敬拜隊 
 

「歡欣」 
「愛是不保留」 
「永約的神」 

 
 
讀    經------------主題：慈愛與救贖-----------陳婉儀姊妹 

 
舊約：耶利米書     31：7-14 (舊約 1174 頁） 
福音：約翰福音      1：1-18 (新約 139 頁） 
書信：以弗所書      1：3-14 (新約 293 頁） 
 

講    道--------------講題：超越的主-----------王澤堂牧師 
 
立 約 禮------------------(頁 5-6)-------------王澤堂牧師 
 
堂區領袖受託禮------------(頁 6-7)-------------王澤堂牧師 
 
奉    獻--------------「永約的神」------------------同唱 

 
（是日為聖餐主日多收一次奉獻，作為教會慈惠之用） 

 
家事及牧禱--------------------------------------教牧同工 
 
聖 餐 禮--------------------------------------王澤堂牧師 
    
祝福差遣----------------------------------------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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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立立    約約約約    及及及及    受受受受    託託託託    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主主主主    日日日日 
 

 

主席：陳榮照弟兄                         司琴：鄧少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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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主席 

耶路撒冷啊，要頌讚耶和華！錫安哪，要讚美你的上帝！ 
因為他堅固了你的門閂，賜福給你中間的兒女。 
                                 (詩篇 147：12-13) 

唱  詩----------「信徒歡欣歌」(普頌第 126 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上帝啊，在二０二０年的第一個主日，因得蒙你的救贖 我們誠

懇感謝你，我們重新將自己奉獻給主，與你立約，回應你向我

們所施的恩典。 

應：我們敬虔立約，堅守委身。 

啟：上帝啊，昔日上帝感動會祖衞斯理約翰牧師，向本宗信徒強調

與你立約的重要，又每年重新立約，更新信仰，追求過聖潔生

活。 

應：我們敬虔立約，堅守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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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上帝啊，去年我們曾虧缺了你的榮耀，求你赦免我們；當我們

為來年立志過敬虔委身的生活，求你的靈充滿我們，幫助我們

活出基督的樣式。 

應：我們敬虔立約，堅守委身。 

啟：上帝啊，我們作為教會的一份子，求你幫助我們善用恩賜，盡

忠獻上自己，使人得益處。 

應：我們敬虔立約，堅守委身。阿們。 

 

祈    禱--------------------------------------------主席 
 
主 禱 文-----------------------------------默禱後細聲同唱  

全體同唱：我們在天上的父， 
主席：願父名被尊為聖，  會眾：在地上如在天上。 
主席：願父國來臨，    會眾：在地上如在天上。 
主席：願父旨得成，    會眾：在地上如在天上。 
主席：我們日用的飲食，  會眾：今日賜給我們。 
主席：恕我們的罪，    會眾：如我們恕人的罪。 
主席：不叫我們遇見誘惑， 會眾：救我們脫離兇惡。 
主席：因為國度，     會眾：是父的； 
主席：權柄，       會眾：是父的； 
主席：榮耀，       會眾：是父的； 
全體同唱：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永世無盡。 

阿們，阿們。 
    

 

讀    經------------主題：慈愛與救贖-----------鄭綺明姊妹 
 

舊約：耶利米書     31：7-14 (舊約 1174 頁） 

福音：約翰福音      1：1-18 (新約 139 頁） 

書信：以弗所書      1：3-14 (新約 293 頁） 
 
講    道--------------講題：超越的主-----------王澤堂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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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約 禮----------------(頁 5-6)---------------王澤堂牧師 
 

堂區領袖受託禮--------(頁 6-7)----------------王澤堂牧師 
 
唱    詩---------「明星燦爛歌」(普頌第 99 首)-------起立同唱 
 
奉    獻-------------------------------------------- 眾坐 

（是日為聖餐主日多收一次奉獻，作為教會慈惠之用）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牧禱及家事---------------------------------------教牧同工 
 
聖 餐 禮---------------------------------------王澤堂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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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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禮 
 

主禮：今主日為本會的立約主日，與上帝立約的意思是誠懇地接受上帝的

救贖和重新將自己奉獻給主，衛斯理約翰牧師曾於一七四七年十二

月廿五日，向本宗會友強調與上帝立約的重要。他第一次主持立約

禮拜是在一七五五年八月十一日。自此以後，循道衛理宗各地教會

非常注重這個每年第一次聖餐舉行之立約；今日崇拜程序與禮文是

衛公選定，已經有二百多年歷史，年年舉行，以誌不忘。 

 

立約認罪文： 
 

主禮：讓我們謙卑地來到上帝面前認罪，主啊，祢已藉着祢的兒子耶穌基督

指示我們生命之道。我們慚愧地承認自己學習的懶惰，沒有完全地跟

隨主，也不願意背負十字架。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求主憐憫我們求主憐憫我們求主憐憫我們求主憐憫我們，，，，赦免我們赦免我們赦免我們赦免我們。。。。    

 

主禮：我們承認在崇拜中有所不足，忽視團契與受恩之道，不敢為主作見證，

在事奉中逃避責任，在恩賜上沒有盡好管家的本分。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求主憐憫我們求主憐憫我們求主憐憫我們求主憐憫我們，，，，赦免我們赦免我們赦免我們赦免我們。。。。    

 

主禮：讓我們每一個人在靜默中向上帝認罪。 

主禮：求主施恩憐憫我們，赦免我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求主按着祢堅定不移的慈愛憐憫我求主按着祢堅定不移的慈愛憐憫我求主按着祢堅定不移的慈愛憐憫我求主按着祢堅定不移的慈愛憐憫我；；；；在祢豐盛的恩典中塗抹我的過在祢豐盛的恩典中塗抹我的過在祢豐盛的恩典中塗抹我的過在祢豐盛的恩典中塗抹我的過

犯犯犯犯；；；；徹底洗淨我的罪愆徹底洗淨我的罪愆徹底洗淨我的罪愆徹底洗淨我的罪愆，，，，使我從罪中得以潔淨使我從罪中得以潔淨使我從罪中得以潔淨使我從罪中得以潔淨。。。。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求祢在求祢在求祢在求祢在

我裡面造一個清潔的心我裡面造一個清潔的心我裡面造一個清潔的心我裡面造一個清潔的心，，，，使我裡面有一個正直的新靈使我裡面有一個正直的新靈使我裡面有一個正直的新靈使我裡面有一個正直的新靈。。。。    

 

主禮：現在我們從上帝的兒子那裡聽到信息，並且宣佈；上帝是光，在祂

裡面沒有黑暗。因祂就是光，當我們活在光明中，我們就彼此相交，

祂的兒子耶穌所流的寶血，就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我們若說自己無

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守

住祂的應許，必饒恕我們一切的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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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禱文： 

 

主禮：在舊約中，上帝揀選以色列人成為一群特殊的子民並且順服律法。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藉着祂的死與復活，為所有信靠祂的人立了一個

新約。我們堅立在這約中且佩戴祂的名字。在上帝方面，祂應許在

基督裏賜給我們新的生命，在我們方面，我們立志不再為自己而

活，而是為上帝而活。所以，今天我們在此聚集，為要更新這使我

們與上帝相聯繫的約。 

 

主禮：弟兄姊妹，讓我們宣告上帝與人所立的約，並背負基督的軛，願我

們一切的行事為人都接受基督的引導，而基督本身是我們惟一的獎

賞。我們可以在許多方面事奉基督；有些容易，有些困難；有時得

到讚許，有時遭受責備；有些事我們樂意去做，是出於自己的喜好，

有些事做得很不欣然。有時我們可以討基督的喜悅，也滿足自己的

需要；有時我們無法討基督的喜悅，除非我們先捨棄自我。然而基

督剛強我們，給我們力量做一切事。因此，讓我們各自與上帝立約。

將我們自己完全交託給上帝，信靠祂的應許，仰賴祂的恩典。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我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祢我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祢我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祢我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祢。。。。在祢的創造中指派我站適當的崗在祢的創造中指派我站適當的崗在祢的創造中指派我站適當的崗在祢的創造中指派我站適當的崗

位位位位。。。。讓我為祢受苦讓我為祢受苦讓我為祢受苦讓我為祢受苦；；；；分配做祢要我做的工作分配做祢要我做的工作分配做祢要我做的工作分配做祢要我做的工作。。。。給我各種任務給我各種任務給我各種任務給我各種任務，，，，或或或或

當祢呼召別人時當祢呼召別人時當祢呼召別人時當祢呼召別人時，，，，讓我肯站在一邊讓我肯站在一邊讓我肯站在一邊讓我肯站在一邊。。。。無論是高升無論是高升無論是高升無論是高升，，，，或是降卑或是降卑或是降卑或是降卑；；；；無無無無

論富足論富足論富足論富足，，，，或是貧窮或是貧窮或是貧窮或是貧窮。。。。我樂意將自己和屬於我的一切甘心奉獻給祢我樂意將自己和屬於我的一切甘心奉獻給祢我樂意將自己和屬於我的一切甘心奉獻給祢我樂意將自己和屬於我的一切甘心奉獻給祢。。。。

神聖的上帝神聖的上帝神聖的上帝神聖的上帝，，，，父父父父、、、、子與聖靈子與聖靈子與聖靈子與聖靈，，，，祢屬我祢屬我祢屬我祢屬我，，，，我也屬祢我也屬祢我也屬祢我也屬祢。。。。但願在世上所但願在世上所但願在世上所但願在世上所

立這約直存到永恆立這約直存到永恆立這約直存到永恆立這約直存到永恆。。。。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堂區領袖受託禮禮文堂區領袖受託禮禮文堂區領袖受託禮禮文堂區領袖受託禮禮文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站在大家面前的列位弟兄姊妹，全部都是

由本堂會眾所推選出來的，靠賴上帝恩典擔任二零二零年度本堂

堂區領袖。現在他們前來接受「受託禮」。 

一直以來教會都有委任信徒分擔不同職位，以領導整體會眾完成

主所託付的使命。本堂堂區領袖就是負有促進教友靈性生活，興

旺教會，倡導教友積極參與教會，服侍社群的神聖職份。因此我

們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將教會教導、宣教服務、領導護佑的使命

託付他們，差遣他們，並為他們舉行「受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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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領袖受職啟應願詞堂區領袖受職啟應願詞堂區領袖受職啟應願詞堂區領袖受職啟應願詞    
 
牧師：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接受洗禮時承諾要藉着你的祈禱、奉獻、傳

道、服務、促進教會發展，現在你們已經正式被推選擔任本堂二零
二零度堂區領袖，你們相信你們是被上帝所呼召，服事祂的教會
嗎？ 

領袖領袖領袖領袖：：：：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們真心相信我們真心相信我們真心相信我們真心相信。。。。    
 
牧師：你們是與主同工的，你們願意在這職份上，努力裝備自己合乎主用，

又勤奮盡忠地委身付出嗎？ 
領袖領袖領袖領袖：：：：靠着上帝恩典的幫助靠着上帝恩典的幫助靠着上帝恩典的幫助靠着上帝恩典的幫助，，，，我們願意作出有生命見證的事奉我們願意作出有生命見證的事奉我們願意作出有生命見證的事奉我們願意作出有生命見證的事奉。。。。    
 
牧師：你們的職份是與教會使命更新、信徒成長復興，有著重要的關係。

因此，這是極為神聖的職責。你們應當時常緊記你們在這職分上所
作的委身，是會影響著教會能否為上帝的國作出貢獻。深信你們因
做主的受託人而會得著喜樂，知道你們是為主的教會，奉獻你們的
金錢、時間與才幹。你們願意與主同工成就這一切嗎？ 

領袖領袖領袖領袖：：：：靠着上帝的大能幫助靠着上帝的大能幫助靠着上帝的大能幫助靠着上帝的大能幫助，，，，我們應我們應我們應我們應許殷勤盡責許殷勤盡責許殷勤盡責許殷勤盡責，，，，與弟兄姊妹同心協力與弟兄姊妹同心協力與弟兄姊妹同心協力與弟兄姊妹同心協力，，，，
成就主所託付的職分成就主所託付的職分成就主所託付的職分成就主所託付的職分。。。。    

    

會眾回應詞會眾回應詞會眾回應詞會眾回應詞    

牧師：各位弟兄姊妹，你們是否應許支持他們擔任本堂二零二零
年度堂區領袖，在他們所擔任的職分和一切為上帝的國作
出的貢獻的工作上擁護他們，禱告支持他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靠着上帝大能的幫助靠着上帝大能的幫助靠着上帝大能的幫助靠着上帝大能的幫助，，，，我們應許如此我們應許如此我們應許如此我們應許如此。。。。我們願意竭盡所能我們願意竭盡所能我們願意竭盡所能我們願意竭盡所能
與他們同心合意與他們同心合意與他們同心合意與他們同心合意，，，，興旺教會各方面的事工興旺教會各方面的事工興旺教會各方面的事工興旺教會各方面的事工，，，，也願意在他們也願意在他們也願意在他們也願意在他們
領導下領導下領導下領導下，，，，努力事奉主努力事奉主努力事奉主努力事奉主。。。。    

    
祈祈祈祈    禱禱禱禱    
牧師：主，我們的上帝：祢自己創設教會，支持維護教會。我們

感謝祢呼召祢兒女們，分擔祢國度的工作。求主賜給他們
恩典，完全將自己獻上，盡上他們的責任，為主工作。求
主賜給他們專誠的心，以主耶穌作為他們的榜樣─祂不求
自己的益處。讓他們在分擔上帝的工作時，獻上自己，好
得以進入祂的喜樂；在為祢教會的工作上，引導他們，使
他們的工作興旺。求祢報答他們的忠心，使用他們，完成
祢在我們主耶穌基督裏的旨意。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這是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這是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這是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這是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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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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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獻獻獻獻詩詩詩詩        *Speak, O Lord**Speak, O Lord**Speak, O Lord**Speak, O Lord*    主啊請說主啊請說主啊請說主啊請說    
    
Speak, O Lord, as we come to YouSpeak, O Lord, as we come to YouSpeak, O Lord, as we come to YouSpeak, O Lord, as we come to You    

To receive the food of Your holy wordTo receive the food of Your holy wordTo receive the food of Your holy wordTo receive the food of Your holy word    

Take Your truth, plant it deep in usTake Your truth, plant it deep in usTake Your truth, plant it deep in usTake Your truth, plant it deep in us    

Shape and fashion us in Your likenessShape and fashion us in Your likenessShape and fashion us in Your likenessShape and fashion us in Your likeness    

That the light of Christ, might be seen todayThat the light of Christ, might be seen todayThat the light of Christ, might be seen todayThat the light of Christ, might be seen today    

In our acts of love, and our deeds of faitIn our acts of love, and our deeds of faitIn our acts of love, and our deeds of faitIn our acts of love, and our deeds of faithhhh    

Speak, O Lord, and fulfill in usSpeak, O Lord, and fulfill in usSpeak, O Lord, and fulfill in usSpeak, O Lord, and fulfill in us    

All your purposes for Your gloryAll your purposes for Your gloryAll your purposes for Your gloryAll your purposes for Your glory    

Teach us Lord full obedienceTeach us Lord full obedienceTeach us Lord full obedienceTeach us Lord full obedience    

Holy reverence, true humilityHoly reverence, true humilityHoly reverence, true humilityHoly reverence, true humility    

Test our thoughts and our attitudesTest our thoughts and our attitudesTest our thoughts and our attitudesTest our thoughts and our attitudes    

In the radiance of Your purityIn the radiance of Your purityIn the radiance of Your purityIn the radiance of Your purity    

Cause our faith to rise, Cause our eyes to seeCause our faith to rise, Cause our eyes to seeCause our faith to rise, Cause our eyes to seeCause our faith to rise, Cause our eyes to see    

Your majestic lYour majestic lYour majestic lYour majestic love and authorityove and authorityove and authorityove and authority    

Words of power that can never failWords of power that can never failWords of power that can never failWords of power that can never fail    

Let their truth prevail over unbeliefLet their truth prevail over unbeliefLet their truth prevail over unbeliefLet their truth prevail over unbelief    

Speak, O Lord, and renew our mindsSpeak, O Lord, and renew our mindsSpeak, O Lord, and renew our mindsSpeak, O Lord, and renew our minds    

Help us grasp the heights of Your plans for usHelp us grasp the heights of Your plans for usHelp us grasp the heights of Your plans for usHelp us grasp the heights of Your plans for us    

Truths unchanged from the dawn of timeTruths unchanged from the dawn of timeTruths unchanged from the dawn of timeTruths unchanged from the dawn of time    

That will echo down through eternityThat will echo down through eternityThat will echo down through eternityThat will echo down through eternity    

And by And by And by And by grace we’ll stand on Your promisesgrace we’ll stand on Your promisesgrace we’ll stand on Your promisesgrace we’ll stand on Your promises    

And by faith we’ll walk as You walk with usAnd by faith we’ll walk as You walk with usAnd by faith we’ll walk as You walk with usAnd by faith we’ll walk as You walk with us    

Speak, O Lord, till Your church is builtSpeak, O Lord, till Your church is builtSpeak, O Lord, till Your church is builtSpeak, O Lord, till Your church is built    

And the earth is filled with Your gloryAnd the earth is filled with Your gloryAnd the earth is filled with Your gloryAnd the earth is filled with Your glory    

主啊請說主啊請說主啊請說主啊請說，，，，當我們親近祢當我們親近祢當我們親近祢當我們親近祢    

領受祢聖言屬靈的糧食領受祢聖言屬靈的糧食領受祢聖言屬靈的糧食領受祢聖言屬靈的糧食    

讓祢的真理深植我心讓祢的真理深植我心讓祢的真理深植我心讓祢的真理深植我心，，，，    

按照祢樣式塑造我們按照祢樣式塑造我們按照祢樣式塑造我們按照祢樣式塑造我們    

讓基督的亮光今日被看見讓基督的亮光今日被看見讓基督的亮光今日被看見讓基督的亮光今日被看見，，，，    

從我們愛心從我們愛心從我們愛心從我們愛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行動去展現行動去展現行動去展現行動去展現    

主啊請說主啊請說主啊請說主啊請說，，，，讓我們實踐和遵行讓我們實踐和遵行讓我們實踐和遵行讓我們實踐和遵行    

祢的旨意為要榮耀祢祢的旨意為要榮耀祢祢的旨意為要榮耀祢祢的旨意為要榮耀祢    

主啊教導我們去完全順服主啊教導我們去完全順服主啊教導我們去完全順服主啊教導我們去完全順服，，，，    

學會聖潔的敬畏學會聖潔的敬畏學會聖潔的敬畏學會聖潔的敬畏、、、、真正的謙卑真正的謙卑真正的謙卑真正的謙卑    

察看我們的心思和意念察看我們的心思和意念察看我們的心思和意念察看我們的心思和意念，，，，    

在祢純潔的亮光下檢視在祢純潔的亮光下檢視在祢純潔的亮光下檢視在祢純潔的亮光下檢視    

讓我們信心提升讓我們信心提升讓我們信心提升讓我們信心提升、、、、眼睛得看見眼睛得看見眼睛得看見眼睛得看見    

祢偉大的愛與至高權柄祢偉大的愛與至高權柄祢偉大的愛與至高權柄祢偉大的愛與至高權柄    

話語大能從不落空話語大能從不落空話語大能從不落空話語大能從不落空，，，，    

讓不信者俯伏於真理讓不信者俯伏於真理讓不信者俯伏於真理讓不信者俯伏於真理    

主啊請說主啊請說主啊請說主啊請說，，，，更新我們心意更新我們心意更新我們心意更新我們心意，，，，    

幫助我們了解祢高深的旨意幫助我們了解祢高深的旨意幫助我們了解祢高深的旨意幫助我們了解祢高深的旨意    

千古不變的真理千古不變的真理千古不變的真理千古不變的真理    

綿延迴盪到永恆綿延迴盪到永恆綿延迴盪到永恆綿延迴盪到永恆    

藉著恩典藉著恩典藉著恩典藉著恩典，，，，我們得蒙應許我們得蒙應許我們得蒙應許我們得蒙應許，，，，    

藉著信心藉著信心藉著信心藉著信心，，，，我們有主同行我們有主同行我們有主同行我們有主同行    

主啊請說主啊請說主啊請說主啊請說，，，，直到祢的教會建立直到祢的教會建立直到祢的教會建立直到祢的教會建立，，，，    

祢的榮耀充滿全地祢的榮耀充滿全地祢的榮耀充滿全地祢的榮耀充滿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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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家家    事事事事    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    

《《《《    代代代代    禱禱禱禱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    

    

    

歡迎首次蒞臨本堂聚會的朋友，敬請留下芳名，以便聯絡。 

1. 今週六及主日為立約及受託主日聖餐主日，敬請弟兄姊妹預備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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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步享用並自備餐具。 

2. 下週三(8/1)是量血壓早餐會，敬希垂注。 

3. 本堂足球隊於1月5日晚上7時參加福音足球聯賽與馬鞍山崇真堂對賽，
地點為馬鞍山遊樂場，歡迎弟兄姊妹前來觀賽打氣。 

4. 2019年度財政初步結算後，本堂仍有十多萬元不敷，弟兄姊妹如有負擔
者，請在今主日及下主日繼續為2019年之不敷奉獻，各位可在捐封上寫
「2019」字樣，該奉獻將計算在2019年度內。 

1. 為弟兄姊妹今主日向上主所立的約禱告，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常常更新
自省，靠著聖靈的幫助，蒙悅納、得堅固，願地上所立的約，在天上
成就。 

2. 為2020年本堂的各項事工發展及計劃交托上主，願主帥領引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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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各團契團長、小組組長於 8/1/2020 提交 2019 年結餘帳目及 2020

年預算申請款項。 

 

【【【【作作作作    個個個個    忠忠忠忠    心心心心    的的的的    受受受受    託託託託    者者者者】】】】    
 

主人說：『好，你這又善良又忠心的僕人，你在少許的事上忠心， 

我要派你管理許多的事，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吧！』〈馬太25:23〉 

 
謹 守 禮 拜 ． 熱 心 事 主 
領 人 歸 主 ． 生 活 見 証 
每 日 靈 修 ． 讀 經 禱 告 
渴 望 真 理 ． 研 經 學 習 
多 返 教 會 ． 團 契 服 務 
熱 心 奉 獻 ． 支 持 聖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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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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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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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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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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執事聖餐執事聖餐執事聖餐執事    陳敏芝姊妹 劉永楓弟兄 陳榮照 葉灼玲 曾兆基 鍾淑貞  

鄧家強 譚家齊 葉俊傑 司徒潔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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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林晴姊妹  

 

下

週

 11/111/111/111/1    12/112/112/112/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黃仲君姊妹 曾兆基義務教士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蘇家安宣教師 蘇家安宣教師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敬拜隊 A 梁靜琳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李晴峯弟兄 陳雅芝姊妹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麥浩邦弟兄 何文誦弟兄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何文誦弟兄 葉俊傑弟兄 楊紹昌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顯現後第一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以賽亞書 42:1-9  馬太福音 3:13-17  使徒行傳 10:34-43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劉永楓弟兄 陳藹婷姊妹 沈立平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袁蘊華姊妹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周龍輝弟兄  陳俊達弟兄

鄭雅盈姊妹 

鄺月梅姊妹 曾兆基弟兄 鄧家強弟兄

曾靜文姊妹 李艷芬姊妹 謝曉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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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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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惠慈惠慈惠慈惠    

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    

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    

午膳午膳午膳午膳////兒主兒主兒主兒主    

865.00865.00865.00865.00    

2,600.002,600.002,600.002,600.00    

5,000.005,000.005,000.005,000.00    

    

568.00568.00568.00568.00    

1,484.001,484.001,484.001,484.00    

121,800.00121,800.00121,800.00121,800.00    

3,900.003,900.003,900.003,900.00    

100.00100.00100.00100.00    

3,311.303,311.303,311.303,311.30    

3,000.003,000.003,000.003,000.00    

400.00400.00400.004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9,033.009,033.009,033.009,033.00    133,995.30133,995.30133,995.30133,995.3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52525252 人人人人    89898989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    18181818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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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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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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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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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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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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超越的主 

 

簡介：上帝創造萬有，至聖至榮，配受至高的讚美，他的智慧無法測

度，他的慈愛永不改變，是配得我們完全信靠的主。 

 

經文：深哉，上帝的豐富、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

跡何其難尋！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

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羅馬書十一 33,36 

 

禱文：超越萬有之上、貫通萬有、在萬有之中的上帝，創造、拯救與

保育皆從你而來。我們以感謝的心向你獻呈敬拜尊崇，願你得

著當得的讚美。奉主名求，阿們。 

 

問題：今天你所信的是一位怎樣的上帝？ 

 
 

講道筆記講道筆記講道筆記講道筆記                                                                                                                                            講講講講員員員員：：：：    王澤堂牧師王澤堂牧師王澤堂牧師王澤堂牧師    
 

講 道：超越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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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