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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六 崇 拜 程 序 

 

主席：梁慧思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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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王之主‧萬王之王」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 

「我們是祢的百姓」 

 

讀讀讀讀                經經經經-------------主題：盼望與保障 --------韋鍵鏘弟兄 

    

舊  約：以賽亞書   9：1-4   (舊約 1008 頁） 

福  音：馬太福音   4：12-23 (新約 6頁） 

書  信：哥林多前書 1：10-18 (新約 249 頁)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講題講題講題講題：：：：十字架的道理-------勞敏儀宣教師 

    

奉奉奉奉                獻獻獻獻------------「我們是祢的百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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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宗弟兄                          司琴：鄧少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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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

我生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詩篇 27：1) 

 

唱唱唱唱        詩詩詩詩------------「大地風光歌」(普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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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就是光，在他裏面沒有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

信息。  

應：主啊，我們若說與你相交，卻仍在黑暗裏行，就是說謊話了。 

啟：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

血也洗 淨我們一切的罪。  

應：上帝啊，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亦不在我們心裏了。 

啟：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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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淨我 們一切的不義。  

應：天父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啟：上帝啊，求你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應：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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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救主歌」(普頌 71 首)--------起立同唱 

    

讀讀讀讀                經經經經------------主題：盼望與保障 --------張偉文弟兄 

    

舊  約：以賽亞書   9：1-4   (舊約 1008 頁） 

福  音：馬太福音   4：12-23 (新約 6頁） 

書  信：哥林多前書 1：10-18 (新約 249 頁)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講題講題講題講題：：：：十字架的道理-------勞敏儀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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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唱唱唱                詩詩詩詩--------「義勇佈道歌」(普頌 283 首)-------起立同唱 

    

奉奉奉奉                獻獻獻獻-------------------------------------------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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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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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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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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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六及主日為聖餐主日，敬請弟兄姊妹預備身心靈，同領主餐。 

5. 本年度第一次堂區議會於2月2日下午二時在欣圍樓舉行，請各代表

準時出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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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已報名參加下周六(1/2)晚【一齊煮餐開年飯】活動，請崇拜後前

往欣圍樓大禮堂享用。 

8. 下主日(2/2)為農曆年初九，邀請會友崇拜後留步一起歡度午膳聯

誼，互相祝禱、分享主愛。為方便安排訂餐數量請先報名，歡

迎各位帶來美食、分嚐共享，惟當天不開爐火，敬希垂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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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香港的疫情及眾人健康祈禱，求主遏止肺炎疫症的蔓延，叫受病

患的人得著合適的醫治，也求主賜智慧給政府的官員，訂定各項保

障市民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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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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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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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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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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家齊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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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黃翠賢姊妹  

 

下

週

 1/21/21/21/2    2/22/22/22/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葉智聰弟兄 蘇家安宣教師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任志強弟兄 任志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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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小歡姊妹 鄺月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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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桂清姊妹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陳重安弟兄 林禮濤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顯現期第四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彌迦書 6:1-8  馬太福音 5:1-12  哥林多前書 1: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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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8/118/118/1    11119/19/1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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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01,102.001,102.001,102.00    

8,790.008,790.008,790.008,790.00    

    

    

    

2,313.002,313.002,313.002,313.00    

35,250.0035,250.0035,250.0035,250.00    

2,500.002,500.002,500.002,5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9,892.009,892.009,892.009,892.00    40,063.0040,063.0040,063.0040,063.0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53535353 人人人人    117117117117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    14141414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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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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當天不開爐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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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到領導團報名 

    

                    

    

    

    
        

    

    

    

    

恭恭恭恭    祝祝祝祝    各各各各    位位位位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姊姊姊姊    妹妹妹妹    

新新新新    年年年年    蒙蒙蒙蒙    恩恩恩恩                 

  

 福福福福    樂樂樂樂    年年年年    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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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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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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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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奉人員召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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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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衞理園「屬靈導引事工」舉辦 
 

「「「「逆境中的停泊岸逆境中的停泊岸逆境中的停泊岸逆境中的停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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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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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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請致電總議會辦事處聯絡許曼芝女士(3725 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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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敏儀宣教師勞敏儀宣教師勞敏儀宣教師勞敏儀宣教師    

    

講題：十字架的道理 

經文：哥林多前書 1：10-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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