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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六 崇 拜 程 序 

 

主席：鄧淑怡姊妹 

 

敬敬敬敬                拜拜拜拜------------------------------------------敬拜隊 

「心中的眼睛」 

「連於你」 

「立志擺上」 

 

讀讀讀讀                經經經經-------------主題：使命與合一 --------陳育賢弟兄 
    

舊  約：以賽亞書  49：1-7   (舊約 1080 頁） 

福  音：約翰福音   1：29-42 (新約 140 頁） 

書  信：哥林多前書 1：1-9   (新約 249 頁)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葉子良牧師 
    

奉奉奉奉                獻獻獻獻--------------「立志擺上」------------------同唱 

    

牧禱及牧禱及牧禱及牧禱及家事家事家事家事--------------------------------------教牧同工 

 

祝福差遣祝福差遣祝福差遣祝福差遣----------------------------------------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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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席：葉俊傑弟兄                          司琴：鄧美信姊妹 

 

始禮頌始禮頌始禮頌始禮頌------------------------------------------------眾坐 
同 來 讚 美 歌 

同來讚美主基督，神聖詩章出肺腑， 

彼此口唱又心和，齊將榮耀歸上主。阿們。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主席 
 

耶和華－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和你為我們設想的 

計劃，多到無法盡述；若要述說陳明，不可勝數。  

(詩篇 40：5) 

 

唱唱唱唱        詩詩詩詩------------「聖名榮光歌」(普頌 56 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啟應禱文啟應禱文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讓我們向聖父，藉聖子，並在聖靈內，為我們教會、社會及自

身的需要祈禱。 

應：求上主憐憫我們，俯聽我們。 

啟：我們不斷為教會及信徒團體的領袖禱告，使他們在基督徒合一

事工上努力不懈。 

應：求基督憐憫我們，俯聽我們。 

啟：我們為所有基督徒禱告，使他們能「合而為一……叫世人可以

信……」。 

應：求上主憐憫我們，俯聽我們。 

啟：為香港眾教會能繼續深化合一精神，亦為正在面臨分裂危機及

內部紛爭的教會和信徒團體而祈禱，使他們能保持合一。 

應：求基督憐憫我們，俯聽我們。 

啟：為普世國家和地區的教會協會及議會祈禱，特別為中國及香港

教會之合一事工能彼此配合，在地上見證基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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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求上主憐憫我們，俯聽我們。 

啟：「你們中間不可分裂，只要一心一意彼此團結」。願世人共同努

力，步基督腳蹤，遠離邪惡與破壞的力量，並擁抱公義、和平

與團結。我們也為貧窮的人、受逼迫的人、戰爭與暴力的受害

者、傷心的人、充滿忿恨的及被欺凌的人祈禱。 

應：求上主憐憫我們，俯聽我們。 

同誦：求上主垂聽及應允我們不住的禱告，藉我們的主基督而求。

阿們。 

 

祈祈祈祈                禱禱禱禱-------------------------------------------主席 
    
主主主主    禱禱禱禱    文文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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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唱唱唱                詩詩詩詩-------「教會根基歌」(普頌 272 首)--------起立同唱 
    

讀讀讀讀                經經經經-------------主題：使命與合一 -------關潔慧姊妹 
    

舊  約：以賽亞書  49：1-7   (舊約 1080 頁） 

福  音：約翰福音   1：29-42 (新約 140 頁） 

書  信：哥林多前書 1：1-9   (新約 249 頁)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郭志丕主教 

    
唱唱唱唱                詩詩詩詩--------「聽主呼召歌」(普頌 391 首)---------起立同唱 

    
奉奉奉奉                獻獻獻獻--------------------------------------------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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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牧禱及家事牧禱及家事牧禱及家事牧禱及家事---------------------------------------教牧同工 
 
祝福差遣祝福差遣祝福差遣祝福差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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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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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   復活節 洗禮、堅信、轉會預備班 
日 期：17/2-13/4（具體上課日期及時間待與參加者商議） 

地 點：欣圍樓辦事處 

導 師：王澤堂牧師及教牧同工 

對 象：凡穩定出席本堂聚會一年以上、並準備於本年復活節(4 月 12 日) 

接受洗禮加入本堂者，惟必須出席全部課堂惟必須出席全部課堂惟必須出席全部課堂惟必須出席全部課堂 

 
※ 請 向 宣 教 同 工 索 取 報 名 表 ※ 

    
    
    
    
    
    
    

1. 歡迎首次蒞臨本堂聚會的朋友，敬請留下芳名，以便聯絡。 

 

1. 22/1量血壓早餐會   人。下次為5/2，敬希垂注。 

2. 王澤堂牧師於1月20日至1月30日領用年假，敬希垂注。 

3. 年初三及四為公眾假期，年初五因中心進行大清潔，欣圍樓辦事處將暫
停開放，敬希垂注。 

4. 本年度第二次堂區議會於2月2日下午二時在欣圍樓舉行，請各代表準時
出席。 

5. 本堂足球隊在上星期以0:3敗於利安，感謝弟兄姊妹出席支持。 

1.  

2. 農曆新年來臨，願各人身心靈得以更新，體會上帝每日所賜的恩福，樂

意與友鄰分享主愛。 

3. 為澳洲山火的救緩工作代禱，求主讓救緩人員平安進行搜救，亦求主讓

當地居民有平安與智慧處理修復工作。 

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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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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18/1 18/1 18/1 合一合一合一合一    19/1 19/1 19/1 19/1 合一合一合一合一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何文誦弟兄 呂詠琛姊妹 陳福林弟兄 譚玉嬋姊妹 謝再生弟兄 

馮錦芳姊妹 程佩新姊妹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黃嘉恩姊妹 曾健恒弟兄 謝樂然弟兄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溫志奕弟兄 曾兆基義務教士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曾泳渝姊妹 楊紹昌弟兄 鄧家強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艷芬姊妹  

 

下

週

 25/125/125/125/1    26/126/126/126/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梁慧思姊妹 周冠宗弟兄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勞敏儀宣教師 勞敏儀宣教師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敬拜隊 A 鄧少琴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韋鍵鏘弟兄 張偉文弟兄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蘇炳鏗弟兄 劉啟樑弟兄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關淑儀姊妹 林依靈姊妹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顯現期第三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以賽亞書 9:1-4  馬太福音 4:12-23  哥林多前書 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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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家齊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黃翠賢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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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111/111/1    101010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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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獻獻獻花刊花刊花刊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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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印印印尼尼尼尼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955.00955.00955.00955.00    

    

2,050.002,050.002,050.002,050.00    

    

    

1,000.001,000.001,000.001,000.00    

1,000.001,000.001,000.001,000.00    

1,446.001,446.001,446.001,446.00    

25,600.0025,600.0025,600.0025,600.00    

1,500.001,500.001,500.001,500.00    

200.0200.0200.0200.00000    

    

300.00300.00300.00300.00    

500.00500.00500.00500.00    

500.00500.00500.005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5,005.005,005.005,005.005,005.00    30,046.0030,046.0030,046.0030,046.0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56565656 人人人人    115115115115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    17171717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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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親子啟發課程親子啟發課程親子啟發課程親子啟發課程    

 

第二屆親子啟發課程將於2020年2月23至5月3日（主日），

上午11:00舉行，為期十堂。現階段正接受家長報名，願主

使用啟發課程，祝福家長及孩子，建立美好的親子關係。 

 

課程現正召募事奉團隊，以下的事奉組別正需要你的參與， 
 
當中包當中包當中包當中包括括括括：：：：托兒托兒托兒托兒、、、、總務總務總務總務、、、、代禱代禱代禱代禱、、、、守望家庭守望家庭守望家庭守望家庭。。。。    
 
願弟兄姊妹委身參與，成為參加者的祝福。 

請踴躍報名，我們成為合一的事奉團隊，同心為上帝工作。 

 
本堂                        【【【【一一一一    齊齊齊齊    煮煮煮煮    餐餐餐餐    開開開開    年年年年    飯飯飯飯】】】】     
為增進週六崇拜與主日崇拜會友彼此認識、聯誼，達至【教會一家】感

覺。2020 年新一年趁此新春良機將由教友關顧部、青少年部及成年部合

辦第一個全教會活動，誠邀每一位弟兄姊妹，各青少年團契、小組，並

成年會友參加，互相認識、彼此服事，內容豐富，歡迎踴躍報名。 
 
日 期：二月一日 (星期六)(農曆年初八晚) 

時 間：週六崇拜後 

地 點：欣圍樓大禮堂  

報 名：可於領導團枱報名參加 

費 用：全憑愛心奉獻 

已 報 名 弟 兄 姊 妹 請 依 時 出 席 
 

本堂                    新新新新    春春春春    午午午午    膳膳膳膳    聯聯聯聯    誼誼誼誼    
 
為促進友誼團契，教友關顧部特趁此新春良辰，邀約全體會友一同 

參與，互相祝禱、分享主愛。 
 
日期：二月二日（（（（農曆年初九農曆年初九農曆年初九農曆年初九）））） 

時間：聖餐主日崇拜後 

地點：沙循中學有蓋操場 

對象：歡迎全體會友              
 
方便安排訂餐數量請先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參加，歡迎各位帶來美食、 

分嚐共享 (惟當天不設爐火，敬希垂注) 
 

※ 請請請請    逕逕逕逕    自自自自    向向向向    領領領領    導導導導    團團團團    枱枱枱枱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登登登登    記記記記    ※※※※    
 

事奉人員召募 

請到領導團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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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衞理園「屬靈導引事工」舉辦 

「逆境中的停泊岸」 
在近日面對的處境，你感到迷惘、迷失，甚至氣憤、鬱結， 
誠邀你歸回上主，在安靜中沉思沉澱， 
讓主轉化你的視野轉化你的視野轉化你的視野轉化你的視野，，，，聆聽祂在你處境的呼召聆聽祂在你處境的呼召聆聽祂在你處境的呼召聆聽祂在你處境的呼召，，，，在你內孕育生命力在你內孕育生命力在你內孕育生命力在你內孕育生命力。。。。 

 

內  容：靜禱、靈閱、繪畫、小組及群體彼此聆聽 

對  象：歡迎 40 歲歲歲歲或以下的青年參加 

日  期：2020 年 2 月 8 日（六） 

時  間：10am-1pm 

地  點：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17 樓 

費  用：全免 

報  名：請登入 https://forms.gle/wK79GWcRaPd3jYnU8 或掃描 

更多 2019 年靈修活動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mrc.methodist.org.hk/sdm 

如有查詢，請致電 29842608 / 25272026，或電郵 orpw@methodist.org.hk 聯絡柯秉蕙姑娘。 

歡迎邀約歡迎邀約歡迎邀約歡迎邀約「「「「個人靈修指導個人靈修指導個人靈修指導個人靈修指導」」」」或或或或「「「「主領主領主領主領團體團體團體團體靈修活動靈修活動靈修活動靈修活動」」」」 

 

本會牧師部主辦    獻心日營獻心日營獻心日營獻心日營：：：：上主呼召我全職事奉上主呼召我全職事奉上主呼召我全職事奉上主呼召我全職事奉？？？？     

如何確定那就是上帝的呼召？ 

那個神學課程才適合我修讀？ 

全職事奉是否一定要做牧者？ 
 

有意或正在尋索全職事奉路向的你，曾否有這些疑問？ 

我們一群牧者期望與你分享同行！ 
 

日期：2020 年 2 月 9 日（主日） 

時間：下午 3 時至 9 時 

地點：本會觀塘堂 Methodist City Space（觀塘道 370 號創紀之城三期 6 樓） 

內容：詩歌敬拜、蒙召分享、牧者對談、禱告服侍及晚餐愛筵 

分享：本會牧者 

回應：會長林崇智牧師 

費用：每位$100（包括茶點及晚餐） 

截止報名：2020年2月3日（禮拜一） 

歡迎有意或正在尋索全職事奉路向之本會信徒參加！ 

各堂牧者將陪同參加者一同出席！ 

 

請於本會網站www.methodist.org.hk/news/activities/下載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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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請致電總議會辦事處聯絡許曼芝女士(3725 4531) 

本會海外宣教委員會  海外宣教推廣教育小組主辦 

 
「「「「等着你來等着你來等着你來等着你來————————宣教心宣教情宣教心宣教情宣教心宣教情宣教心宣教情」」」」    

 
外派差遣員分享祈禱會 

 
日  期：二０二０年二月十一日（禮拜二） 

時  間：下午七時三十分 

地  點：本會香港堂（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十樓） 

內  容：詩歌、認識宣教點之文化、外派差遣員林美恩女士及

梁慧玲女士分享海外宣教經驗、苦樂、困難及需要；

分組祈禱等。 

費  用：全免 

 

講道筆記講道筆記講道筆記講道筆記                                                                                                    崇崇崇崇拜拜拜拜講講講講員員員員：：：：        

    

講題： 

經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