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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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臨世＞世紀 126  眾立 

歌頌  ＜約旦河濱的宣佈＞世紀 121首  眾立 

祈禱  ＜聖誕節禱文＞世紀 136  眾立 

歌頌  ＜小小嬰孩＞世紀 130首  眾坐 

誦讀  以賽亞書 35:1-10  眾坐 

獻詩  ＜安睡！羔羊＞讚美的季節 P32  禧年詩班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約翰福音 10:16；啟示錄 7:9＞  眾坐 

證道  ＜何竟沒有聖誕＞  胡樂文牧師 

回應詩歌  ＜愛、我願意＞讚美之泉四 11  眾立 

主餐    蔡明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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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樂文牧師 

月詩  ＜萬王之王＞世紀 106首  眾立 

殿樂  (安靜片刻)  眾坐 

     
主席 呂曼珍傳道  司琴 李敏怡姊妹  司事長 孔秀雲姊妹 
講員 胡樂文牧師  音響 韋華顯執事  司事 卓瑞華姊妹、鍾惠珍姊妹 
讀經 黃淑燕姊妹  投影 鄧素勤姊妹   楊梅蓮姊妹 
預備主餐司事  鍾惠珍姊妹、郭桂琼姊妹、歐陽艶芳姊妹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19 年題：『愛神、愛人、愛傳福音』 

主餐崇拜程序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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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基督歡呼＞恩頌 119  主席/會眾 

  祈禱   

  ＜榮耀君王來到＞世紀 120   

  ＜讚美主＞ACM齊唱新歌 9   

奉獻    主席 

讀經  ＜約翰福音 10:16；啟示錄 7:9＞  主席 

證道  ＜何竟沒有聖誕＞  胡樂文牧師 

回應詩歌  ＜愛、我願意＞讚美之泉四 11  主席 

主餐    蔡明德牧師 

家事分享    蔡明德牧師 

殿樂  (安靜片刻)  司琴 

† 鼓勵各兄姊留步彼此交通、代禱 † 

     
主席 黃棣強弟兄  司琴 湯羽君姊妹  司事長 郭桂琼姊妹 
講員 胡樂文牧師  音響 韋華顯執事  司事 利國堂弟兄、胡曉翎姊妹 

   投影 鄧俊傑弟兄   黃潔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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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問題 (早及午堂) 
 

1. 你有可想過，與身邊的穆民結交做朋友？為什麼？ 
2. 你有可想過和教會肢體為超過 18 億的穆民做一點什麼？如認領等等。 
3. 你想，今個聖誕節，神會喜歡你送給祂什麼禮物？ 

禱告事項 

 

1.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路 2:14 ─ 踏入將臨期間，願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穌將屬天的平安賜予
香港的同時，更引導我們默念主快再來的真理。 

2. 記念聖誕月內的所有聖工，求主預備肢體的心去參與並樂意邀請親友 
赴會，同得福音的益處。 

3. 即將開始新一年，求永恆主引導我們能訂下目標，努力學習行在神的 
旨意中。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週三晚祈禱會為總務部代禱，由鍾惠珍姊妹帶領，歡迎參加。 
  (25/12 及 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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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日)合堂崇拜上午
11:00舉行，主題為：「平安」由「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負
責主領，詳情可參閱宣傳單張，或瀏覽教會網頁(掃瞄 QR Code)。 

* 3.成人區 
3.1聖誕福音主日派單張 聖誕福音主日將於下主日舉行，鼓勵弟兄姊
妹把握機會在崇拜後取用宣傳單張，在回家路上派出或向親友作出邀
請。同時也鼓勵弟兄姊妹於福音主日當日崇拜前半小時參與派單張，
詳情可與蔡牧師聯絡。 

* 3.2年終感恩聚餐 年終感恩聚餐定於 29/12(日)合堂崇拜後舉行，請
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鼓勵自備個人餐具)。另外，歡迎弟兄姊妹以
個人或小組名義，協助提供當日聚餐所需食物，詳情可與沈琴姊妹聯
絡，或於禮堂外佈告板瞭解及報名參與。 

* 4.資訊部  
4.1 家訊 新一期家訊「生命中的美事」經已出版，歡迎到
司事枱取閱或瀏覽教會網頁(掃瞄 QR Code)。 

* 4.2 靈糧 café 歡迎今天 10:30-12:30到學校地下接待處借閱屬靈書
藉，擴闊屬靈視野。 

內部事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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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12/19 上午 11:00-12:30 舉行合堂崇拜並有新舊執委交職禮。 

 7.29/12 崇拜後有感恩愛筵、例會及感恩見證會，歡迎大家參與，詳情
請留意程序表的教會行事曆。 

* 8.本堂 24/12(二)晚上 7:30-9:00於禧小禮堂舉行平安夜頌唱晚會，鼓
勵肢體邀請親友一同參與，默念救主降生大愛。 

* 9.《2020年 1-3月主日學/興趣班》已張貼壁報板上，歡迎踴躍報名以
下課程： 

 

1.改變生命改變心 2.出埃及記 3.福音粵曲齊齊唱 
4.人際關係與財富管理 5.福音研經課程等 

* 10.感謝主！葉志偉執委的太太岑韋樺姊妹於 12月 6日順利誕下愛女，
他們預備了些心意，與大家分享，稍後請於禮堂外享用。 



上週聚會人數 
崇拜：早堂 106 人  (成人+兒童/青少) 禧年詩班 19 人 

 午堂 120 人 兒童崇拜 9+29 人 粵韻 12 人 

主日學 5 班 55 人 青少崇拜 合崇 長者團 42 人 

主日早禱會 7 人 少年團 1+7 人 成人小組 3 組 29 人 

週三祈禱會 8 人   婦女區 23 人 

下週事奉人員(22/12) 

 講員 主席 司琴 讀經 音響 投影 司事長 司事 

合堂 
霍志鵬 

總幹事 
徐國榮 

執事 
彭希哲 

弟兄 
/ 

韋華顯 

執事 
何麗坤 

姊妹 

孔秀雲 

姊妹 

鄧心敬 

姊妹 

孔秀雲 

呂淑於 

黃淑燕 

李麗美 

徐婉儀 

黎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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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 1:45 感恩愛筵（雨天操場） 

⚫ 29 日 1:45 - 2:00 本年最後一季會友例會 (請會友屆時出席) 

⚫ 29 日 2:00 - 4:00 年終感恩見證會（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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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程序內容 

【宣召】基督的臨世(世紀 126) 
主： 大衛家啊，你們當聽！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

懷孕生子，給祂起名叫以馬內利。 
眾： 神與我們同在。 
主： 伯利恆，以法他啊，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

中為我作掌權的。 
眾： 祂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合：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

至滅亡，反得永生。 
 

【歌頌】約旦河濱的宣佈(世紀 121 首) 

1 施浸約翰約旦河濱，大聲宣佈天國臨近， 
儆醒聆聽所傳信息，萬王之王大喜佳音。 

2 世上萬民眾罪潔淨，讓我恩主進入內心， 
如此準備革面洗心，恭敬歡迎尊貴嘉賓。 

3 我主祢是我眾救恩，避難處所極大賞賜， 
若無我主所賜恩惠，如花凋零如草枯萎。 

4 主手醫病、扶弱、濟貧，罪被赦免，重新站立， 
讓主光照，全地復甦，原有之愛再次堅固。 

5 所有讚美皆歸基督，救主來臨釋放生靈， 
敬拜歸於聖父、聖子以及聖靈直到永遠。 

 

【祈禱】聖誕節禱文(世紀 136) 

主： 天父，惟獨是在平安、聖善夜的奇蹟中；在祢獨生聖潔愛子
藉童貞女所生的奇蹟中， 

眾： 我們世人可以發現生命的奇妙和意義。 
主： 求祢叫我們的心不被世上事物、喧鬧、無用的廢物和焦慮所

佔據， 
眾： 因這些東西會妨礙我們和使我們忽略聖誕夜真正的恩賜。 



主： 因為惟獨在我們心靈內平靜無喧嘩的深處， 
眾： 我們才可以發現無眾嬰孩基督的恩賜， 
合： 就是真愛、永遠平安，和永恆生命的恩賜。阿門。(同唸主禱

文) 
 

【歌頌】小小嬰孩(世紀 130首) 

1 千萬人中有一小小嬰孩，在今夜有救主的美夢， 
聖嬰張手迎接星輝天空，城中充滿生命。噢！ 
千萬人中有一小小嬰孩，在今夜有救主的美夢， 
聖嬰張手迎接星輝天空，城中充滿生命。噢！ 

2 一君王帶來黃金與榮華，大君王統領大能天軍， 
一君王帶來乳香與燭光，大君王賜生命。噢！ 
聖嬰躺臥在馬槽中小牀，溫柔微笑真可愛； 
馬利亞稱頌讚美天父，懷裡寶寶睡意濃。 

3 小小燭光燃亮周圍地方，大能上帝之城發光芒， 
長夜空中燦爛繁星閃爍，榮光充滿面容。噢！ 
牧羊人恭敬跪拜在主前，東方王屈膝奉獻； 
馬利亞稱頌讚美天父，聖嬰睡覺多安祥。 

4 千萬人中有一小小嬰孩，大能上帝選民的美夢， 
聖嬰張手迎接星輝天空，唯一生命救主。噢！ 
千萬人中有一小小嬰孩，大能上帝選民的美夢， 
聖嬰張手迎接星輝天空，唯一生命救主。噢！ 

 

【誦讀啟應文】以賽亞書 35:1-10 

(啟) 1 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沙漠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花， 

(應) 2 必開花繁盛，樂上加樂，而且歡呼。黎巴嫩的榮耀，並迦
密與沙崙的華美，必賜給它。人必看見耶和華的榮耀，我
們神的華美。 

(啟) 3 你們要使軟弱的手堅壯，無力的膝穩固。 

(應) 4 對膽怯的人說：你們要剛強，不要懼怕。看哪，你們的神
必來報仇，必來施行極大的報應；他必來拯救你們。 

(啟) 5 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 



(應) 6 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啞巴的舌頭必能歌唱。在曠野必
有水發出；在沙漠必有河湧流。 

(啟) 7 發光的沙要變為水池；乾渴之地要變為泉源。在野狗躺臥
之處，必有青草、蘆葦，和蒲草。 

(應) 8 在那裏必有一條大道，稱為聖路。污穢人不得經過，必專
為贖民行走；行路的人雖愚昧，也不致失迷。 

(啟) 9 在那裏必沒有獅子，猛獸也不登這路；在那裏都遇不見，
只有贖民在那裏行走。 

(合) 10 並且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永樂必歸到
他們的頭上；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憂愁歎息盡都逃避。 

 

【獻詩】安睡，羔羊(讚美的季節 P32) 

 在那寂靜夜裡，嚴冬方冷；牧人定睛凝視，馬槽小聖嬰。 
眼中閃著驚奇，心中喜滿懷，輕聲敬拜讚美，主耶穌聖嬰孩。 
輕聲我們讚頌。虔恭我們尊榮。柔聲我們唱頌歌歸於新生王。 

 高聲唱和散那，來讚美全能王； 
今夜卻當細語，“安睡，羔羊＂。 
小小至聖嬰孩，在今夜降生；(賜平安) 
帶來天上和平，賜全地眾生。(主，我愛祢) 
聖羔羊，我愛祢。願與祢相依，如同主，祢多次扶持護衛不離。 

 輕聲我們讚頌。虔恭我們尊榮。 
柔聲我們唱頌歌歸於新生王。高聲唱和散那，來讚美全能王； 
今夜卻當細語，“安睡羔羊＂；今夜卻當細語，“安睡羔羊＂。 

 

【證道講題及經文】 
何竟沒有聖誕 約翰福音 10:16；啟示錄 7:9 
10:16 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裏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

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 
7:9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

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
手拿棕樹枝， 



【回應詩】愛、我願意(讚美之泉四 11) 

 十字架上的光芒，溫柔又慈祥， 
帶著主愛的力量，向著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隱藏，完全的擺上， 
願主愛來澆灌我，在愛中得自由釋放。 

 我願意降服，我願意降服， 
在你愛的懷抱中，我願意降服。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 
永遠在你懷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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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