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方便大家專心敬拜神，請避免出入及關掉響鬧裝置和手提電話 

歡迎友會兄姊，慕道朋友同心敬拜主。請填寫來賓咭，以便聯絡。 

 

 

 

 

 

 

早堂 主日上午 9:15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眾坐 

宣召  ＜詩篇 72:18，19＞  眾立 

歌頌  ＜以馬內利來臨＞世紀 119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虔誠敬拜＞世紀 122首  眾坐 

誦讀  以賽亞書 11:1-10  眾坐 

獻詩  全能上帝今賜福  粵韻詩班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詩篇 23:1-6＞  眾坐 

證道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蔡明德牧師 

回應詩歌  ＜耶和華是我牧者＞世紀 65首  眾立 

牧禱    韋華顯執事 

家事分享    蔡明德牧師 

三一頌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 

天下生靈都當頌言；天上萬軍也讚 
主名，同心讚美父、子、聖靈。阿們。 

 眾立 

祝福    蔡明德牧師 

月詩  ＜萬王之王＞世紀 106首  眾立 

殿樂  (安靜片刻)  眾坐 

     
主席 何永芳姊妹  司琴 湯羽君姊妹  司事長 孔秀雲姊妹 
講員 蔡明德牧師  音響 韋華顯執事  司事 李惠清姊妹、倪愛榮姊妹 
讀經 鄺惠貞姊妹  投影 鍾惠珍姊妹   高麗霞姊妹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19 年題：『愛神、愛人、愛傳福音』 

崇拜程序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八日 



午堂 主日上午 11:00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司琴 

宣召  ＜基督的臨世＞世紀 126  主席/會眾 

敬拜  <從榮耀降臨>青年聖歌 I，152  主席/會眾 

  祈禱   

  ＜向基督歡呼＞恩頌 119   

  ＜求主察看＞世紀 278   

奉獻    主席 

讀經  ＜約翰福音 10:1-16＞  主席 

證道  ＜何處覓平安＞  何志彬博士 

牧禱    吳婉茵姑娘 

家事分享    吳婉茵姑娘 

殿樂  (安靜片刻)  司琴 

† 鼓勵各兄姊留步彼此交通、代禱 † 

     
主席 袁思茗姊妹  司琴 青少區  司事長 林進韾姊妹 
講員 何志彬博士  音響 韋華顯執事  司事 鄧其勝弟兄、梁瑞文姊妹 

   投影 何頌晞弟兄   鄒嘉雯姊妹 
午堂當值同工 吳婉茵姑娘 午堂當值執委 鄺美珩姊妹 
 

 

小組問題 (早堂) 

1. 請分享你認為詩篇 23 篇為何可以吸引人百讀、百唱不厭，有甚麼特別
之處？ 

2. 請分享你是如何經歷到耶和華是你的牧者？請分享一次深刻的經歷。 

 

 

禱告事項 

1. 為 12月 22日教會聖誕佈道會禱告，主題「平安」，講員「霍志鵬先

生」，求主鼓勵我們邀請親友參加，讓人有機會認識上主的福音！ 
2. 天氣反覆，寒流突襲，為你所認識長者和病患中的肢體禱告。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週三晚祈禱會為聖樂部代禱，由李敏怡姊妹帶領，歡迎參加。(18/12
總務部及 25/12公假暫停) 

區部事項 

 2.傳道部 ～ 聖誕福音主日 
本年聖誕福音主日音樂佈道會於 12月 22日(日) 合堂崇拜上午 11:00
時舉行，主題為：「平安」 
由「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負責主領聚會，詳情可參閱宣傳單張。 
禮堂外已備有宣傳單張，供弟兄姊妹自由取用，邀約親友出席聚會。 
另備電子圖像版本，歡迎使用 QR Code上網下載 
或聯絡教會索取。 

 3.聖樂部 ～ 沙田醫院聖誕報佳音 
 日期：12月 21日(六) 
  時間：下午 2:00-5:00 
  地點：沙田醫院 
  有關詳情已張貼於報告板，歡迎參加，請到司事枱報名。 

* 4.成人區 ～ 除夕感恩晚會 
原定於 31/12(二)晚舉行的除夕感恩晚會，將改在 29/12(日)下午
2:00(例會後)在 1樓禮堂進行，敬請留意。 

* 5.資訊部 ～ 信鴿 
  新一期信鴿經已出版，內附最近教會活動花絮和 2019年
年終節目預告，弟兄姊妹可在禮堂外壁報板參閱，或瀏覽
教會網頁(掃瞄 QR Code)。 

內部事項 

 6.黃兆文傳道因個人理由，盼望嘗試其他發展方向，因此辭任本堂傳道
一職，由 2020年 1月 1日生效，感謝其過去在本堂的服事，請為其前
面事奉代禱。 

* 7. 2020年 1–3月崇拜職事人員輪值表已張貼報告板上，請肢體留意。 
另事奉人員季會定於 29/12上午 10:10–10:40於禮堂舉行，請相關肢
體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 

* 8.29/12/19上午 11:00-12:30舉行合堂崇拜並有新舊執委交職禮。 

* 9.29/12崇拜後有例會及慶祝聖誕特備節目，歡迎大家參與，詳情如下： 
 12:30-1:45聖誕愛筵（雨天操場） 

1:45-2:00本年最後一季會友例會 (請會友屆時出席) 
2:00-4:00年終感恩見證會（禮堂） 



上週聚會人數 
崇拜：早堂 122 人  (成人+兒童/青少) 禧年詩班 19 人 

 午堂 115 人 兒童崇拜 9+32 人 粵韻 15 人 

主日學 2 班 27 人 青少崇拜 4+16 人 長者團 37 人 

主日早禱會 10 人 少年團 2+6 人 成人小組 7 組 59 人 

週三祈禱會 11 人   婦女區 31 人 

下週事奉人員(15/12) 

 講員 主席 司琴 讀經 音響 投影 司事長 司事 

早堂 
胡樂文 

牧師 
呂曼珍 

傳道 
李敏怡 

姊妹 
黃淑燕 

姊妹 
韋華顯 

執事 
鄧素勤 

姊妹 
孔秀雲 

姊妹 

卓瑞華 

鍾惠珍 

楊梅蓮 

午堂 
胡樂文 

牧師 

黃棣強 

弟兄 

湯羽君 

姊妹 
／ 

韋華顯 

執事 

湯浩然 

弟兄 

鄧心敬 

姊妹 

利國堂 

胡曉翎 

黃潔貞 

午堂當值同工 蔡明德牧師 午堂當值執委 何燕儀姊妹 

預備主餐司事 鍾惠珍姊妹、郭桂琼姊妹、歐陽艶芳姊妹 

 

教會行事曆 (十二月) 

 1 日 執委會 

 21 六 沙田醫院報佳音 

 22 日 聖誕福音主日 

 24 二 平安夜晚會 

 29 日 年終感恩聚餐、例會、年終感恩見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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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程序內容 

【宣召】詩篇 72:18-19 
主：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 － 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眾： 他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永遠。願他的榮耀充滿全地！阿

們！阿們！ 
 

【歌頌】以馬內利來臨(世紀 119 首) 

1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救贖釋放以色列民； 
淪落異邦，寂寞傷心，引頸渴望神子降臨。 

2 耶西之條，懇求降臨，撒但手中，釋放子民； 
地獄深處，拯救子民，使眾信徒勝過死亡。 

3 清晨日光，懇求降臨，藉主降臨，歡慰眾心； 
衝開長夜幽暗愁雲，驅散黑影進入光明。 

4 大衛之鑰，懇求降臨，大開我眾天上家庭； 
安排我眾登天路程，斷絕人間多愁苦徑。 

副歌：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以馬內利，定要降臨！ 

 

【歌頌】虔誠敬拜(世紀 122首) 

1 凡有血氣皆當靜默，敬畏謙恭同肅立，莫想絲毫世俗事物， 
因主基督正臨格，親手施天福賜神恩，接受我們恭敬拜。阿們。 

2 萬王之王童女所生，血肉軀體現人間，萬主之主竟成人形， 
救主臨世恩澤長，甘願捨聖身流寶血，賜與信者作天糧。阿們。 

3 千萬天軍排列成行，前隊先鋒步伐壯，光中之光周圍環繞， 
親從天堂降凡塵，消滅地獄權除毒鈎，驅散黑暗顯光芒。阿們。 

4 晝夜俯伏在主足前，撒拉弗與基路伯，崇拜至尊，翅膀遮面，
不停頌讚獻歌聲，唱哈利路亞主至聖，哈利路亞主至聖。阿們。 

 



【誦讀啟應文】以賽亞書 11:1-10 

(啟) 1 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應) 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
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啟) 3 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
耳聞； 

(應) 4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以口
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裏的氣殺戮惡人。 

(啟) 5 公義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 

(應) 6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
犢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牠們。 

(啟) 7 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
樣。 

(應) 8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
蛇的穴上。 

(啟) 9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
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合) 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尋求他，他
安息之所大有榮耀。 

 

【獻詩】全能上帝今賜福 

1 真真高興，真真高興，全能上帝今賜福 
差愛子降落塵世，人間真有幸 
天軍報喜宣主恩，增信望，基督誕生施救恩添愛憐 

2 萬千苦結，萬千苦結，神兒為你解開 
只需信賴耶穌，平安必降臨 
基督十架捨己身，消罪恨，蒼生悔改得永生洗淚痕 

3 頌歌高唱，頌歌高唱，柔揚妙韻輕奏出 
救恩偉大傳萬邦，齊將主愛頌 
高歌頌讚主恩，恩遍澤，歡欣樂享新生福滿溢 

 



【證道講題及經文】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詩篇 23:1-6 
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
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
福杯滿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回應詩】耶和華是我牧者(世紀 65首) 
1 耶和華是我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引導我走義路。 

2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 
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祢為我擺設筵席，祢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溢，我的福杯滿溢。 

3 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我且要往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月詩】萬王之王(世紀 106 首)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榮耀，哈利路亞。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榮耀，哈利路亞。 

 耶穌，平安的王，榮耀，哈利路亞。 
耶穌，平安的王，榮耀，哈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