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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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堂 主日上午 11:00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眾坐 

宣召  以賽亞書 63:7  眾立 

歌頌  ＜齊來，信主聖徒＞世紀 148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到山嶺上去傳揚＞世紀 149首  眾坐 

誦讀  希伯來書 2:10-18  眾坐 

獻詩  ＜讚美的季節/樂哉主臨＞讚美的季節 P68  禧年詩班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創世記 5:21-24、6:7-9＞  眾坐 

證道  ＜與永活神同行的人生＞  呂曼珍傳道 

回應詩歌  ＜與神同行＞青年聖詩 III-196  眾立 

牧禱    韋華顯執事 

家事分享  《新舊執委交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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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黃珍珠師母  司琴 朱佳姊妹  司事長 鄧心敬姊妹 
講員 呂曼珍傳道  音響 韋華顯執事  司事 鄧麗珍姊妹、黎艷娥姊妹 
讀經 譚秀樺姊妹  投影 何頌謙弟兄   何頌晞弟兄、馮婉恩姊妹 

       羅梓豐弟兄、徐婉儀姊妹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19 年題：『愛神、愛人、愛傳福音』 

崇拜程序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小組問題 (合堂) 
 

1.「與神同行」是否只屬於一小撮的「屬靈人」呢？還是自己的藉口，不
願背十架跟隨主呢？ 

2. 彼此分享 2020年的目標，如：加強教會中的事奉參與、並在公司、學
校及家中的美好見證等。 

禱告事項 

1. 為主帶領我們走過滿滿恩典的感恩年獻上感謝，並為來年主題：心繫
聖言、靈裡轉化代禱。讓我們在栽培工作上更討主喜悅。 

2. 為 2020年 1-3月的福音研經班、主日學、興趣班導師及學員代禱。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週三晚祈禱會為公假暫停。(8/1/20財務部及 15/1/20禧小福音事工) 

區部事項 

 2.成人區 ～ 年終感恩聚餐 
今天 29/12(日)合堂崇拜後，有年終感恩聚餐，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 3.兒童區 ～ 親子 BBQ (烏溪沙渡頭灣沙灘) 
日期：2020年 1 月 19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及地點：下午 12:30 / 禧年小學地下 
解散時間：下午 5:00前 / 自由解散 
費用（BBQ食物價錢) : 成人每位$50   小童每位$30 

有關海報及報名表已於壁報版上，如欲參與，請填妥報名表連同費用
交予蘇玉蘭姊妹（FLORA）。如有任何查詢，請向周信宜執事或吳姑娘
聯絡。 

 4.資訊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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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事項 

 5.今天 29/12(日)合堂崇拜後有感恩愛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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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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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聖地歷史概覽(二) 

 7.莫燕霞文員於今天 29/12(日)放年假半天，若有需要可聯絡其他同工。 

* 8. 5/1/2020 下午 2:30在村副有執委會，請執委同工屆時出席。 

* 9.今天下午 1:45，禧小禮堂有本年最後一次會友例會，議程如下: 
  報告事項：1.教會年題、2.委任黃美玉姑娘為青少區義務傳道、 
            3.兩堂崇拜的現況 



上週聚會人數 
崇拜：合堂 274 人  (成人+兒童/青少) 禧年詩班 18 人 

  兒童崇拜 10+39 人 粵韻 13 人 

主日學 2 班 18 人 青少崇拜 合崇 長者團 42 人 

主日早禱會 11 人 少年團 2+6 人 成人小組 1 組 5 人 

週三祈禱會 公假   婦女區 17 人 

下週事奉人員(5/1/2020) 

 講員 主席 司琴 讀經 音響 投影 司事長 司事 

早堂 
徐國榮 

執事 
何艶娜 

姊妹 
李敏怡 

姊妹 
林文燕 

姊妹 
韋華顯 

執事 
邱秀娥 

姊妹 
林進馨 

姊妹 

李翠容 

何麗坤 

郭炳林 

午堂 
徐國榮 

執事 
黃文忠 

弟兄 

潘凱琳 

姊妹 
/ 

韋華顯 

執事 
鄧俊傑 

弟兄 
郭桂琼 

姊妹 

李玉萍 

盧紀玲 

許佩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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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合堂崇拜（新舊執委交職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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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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堂程序內容 

【宣召】以賽亞書 63:7 
主： 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提起他的慈愛和美德，並

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這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
賜給他們的。 

 

【歌頌】齊來，信主聖徒(世紀 148 首) 

1 齊來，信主聖徒，高興大家歡呼， 
欣欣來、速速來到伯利恆； 
聖嬰臥槽中，生乃天使君王； 

2 天使一同歡騰，今喜高唱頌歌， 
聲洋洋、耳盈盈響震天宮； 
天上有榮耀，歸於天上真神； 

3 此日救主耶穌，降生特為救贖， 
願耶穌我恩主永受尊崇； 
奇哉主真道，藉肉身來顯明； 

副歌： 
齊來歡欣同敬拜，齊來歡欣同敬拜， 

齊來歡欣同敬拜主基督。 

 

【歌頌】到山嶺上去傳揚(世紀 149 首) 

1 到山嶺上去傳揚，越過重嶺到各地方， 
到山嶺上去傳揚，傳耶穌今降生。 
在寂靜中牧羊人夜間看守羊群，驚然看見了聖光燦爛照耀滿天。 
到山嶺上去傳揚，越過重嶺到各地方， 
到山嶺上去傳揚，傳耶穌今降生。 



2 到山嶺上去傳揚，越過重嶺到各地方， 
到山嶺上去傳揚，傳耶穌今降生。 
當牧人顫抖驚慌，驟聽美妙歌聲， 
是天使歡呼歌聲因救主今降生。 
到山嶺上去傳揚，越過重嶺到各地方， 
到山嶺上去傳揚，傳耶穌今降生。 

3 到山嶺上去傳揚，越過重嶺到各地方， 
到山嶺上去傳揚，傳耶穌今降生。 
在那卑賤的馬棚，謙卑之主降生， 
在聖誕歡樂清晨救恩覆蔭萬民。 
到山嶺上去傳揚，越過重嶺到各地方， 
到山嶺上去傳揚，傳耶穌今降生。 

 

【誦讀啟應文】希伯來書 2:10-18 

(啟) 10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
耀裏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
的。 

(應) 11 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所以，
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 

(啟) 12 說：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頌揚你； 

(應) 13 又說：我要倚賴他；又說：看哪，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 

(啟) 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
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應) 15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啟) 16 他並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 

(應) 17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
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合) 18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獻詩】讚美的季節(讚美的季節 P68) 

 來慶祝讚美季節，來慶祝讚美季節 
哈利路亞！哈利路亞！來慶祝歡樂季節。 

 樂哉斯世 救主以降  全地接他為王 
萬心為主 預備地方 
宇宙萬物頌揚  宇宙萬物頌揚 
宇宙 宇宙 萬物頌揚 

 樂哉大地 救主統領  世人 都當 歌頌 
田野江河平原山嶺 
喜音繚繞不停(喜音繚繞不停) 
喜音繚繞不停(喜音繚繞不停) 
喜音 喜音 繚繞不停 

 救主治世 以真 以惠 用道 將民 訓悔 
主顯公義 何等全備 
(慈愛和等全備)慈愛和等全備 
(慈愛和等全備)慈愛和等全備 
慈愛 慈愛 和等 全備 

 哈利路亞！哈利路亞！慶祝讚美季節！ 

 

【證道講題及經文】 
與永活神同行的人生 創世記 5:21-24、6:7-9 
5:21 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土撒拉。 
5:22 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 
5:23 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 
5:24 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6:7 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

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 
6:8 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6:9 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

全人。挪亞與神同行。 

 



【回應詩】與神同行(青年聖詩 III-196) 

 在我心靈裡聽見溫柔慈聲呼喚，是父神對我說話慈聲， 
囑咐我轉離罪惡完全順服聽從，走上那喜樂得勝路程。 

副歌： 
與神同行，我要遠離世界，與神同行，在祂得由一切； 
我已決定遵行父神旨意，與神同行，走那生命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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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