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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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1-3＞  眾立 

歌頌  ＜普世歡騰＞世紀 139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真光照徹諸幽暗＞世紀 150首  眾坐 

誦讀  以弗所書 1:3-14  眾坐 

獻詩  ＜獻上我的歌＞讚美的季節 P62  禧年詩班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以弗所書 4:1-16＞  眾坐 

證道  ＜合一的愛中彼此建立＞  徐國榮執事 

回應詩歌  ＜以愛相連＞世紀 459首  眾立 

牧禱    蔡明德牧師 

家事分享  (神學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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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真光＞普天 100首  眾立 

殿樂  (安靜片刻)  眾坐 

     
主席 鄺美珩姊妹  司琴 李敏怡姊妹  司事長 林進馨姊妹 
講員 徐國榮執事  音響 麥少峰弟兄  司事 李翠容姊妹、何麗坤姊妹 
讀經 林文燕姊妹  投影 邱秀娥姊妹   郭炳林弟兄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20 年題：『心繫聖言、靈裡轉化』 

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一月五日 



午堂 主日上午 11:00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司琴 

宣召  ＜啟示錄 7:10-12＞  主席/會眾 

敬拜  ＜聖潔的祢＞ACM   

  <進入祢的同在>讚美之泉 05   

  ＜主是我一切＞世紀 302首   

奉獻    主席 

讀經  ＜以弗所書 4:1-16＞  主席 

證道  ＜合一的愛中彼此建立＞  徐國榮執事 

牧禱    吳婉茵傳道 

家事分享  (神學生介紹)  吳婉茵傳道 

殿樂  (安靜片刻)  司琴 

† 鼓勵各兄姊留步彼此交通、代禱 † 

     
主席 黃文忠弟兄  司琴 潘凱琳姊妹  司事長 郭桂琼姊妹 
講員 徐國榮執事  音響 麥少峰弟兄  司事 李玉萍姊妹、盧紀玲弟兄 

   投影 鄧俊傑弟兄   許佩欣姊妹 
午堂當值同工 吳婉茵傳道 午堂當值執委 黃家聲弟兄 

 

 

小組問題 (早及午堂) 

1. 你覺得信徒合一最困難之處在哪裡？ 

2. 你找到在基督身體中的角色嗎? 

 

禱告事項 

1. 禧年小學 1月 9-14日有上學期考試，求主幫助家長們，有智慧幫助

孩子溫習，並藉此教導孩子更多倚靠上帝。 

2. 近月都是流感高峰期，求主憐憫在病患中的肢體，於身體軟弱時更顯
出上帝的大能。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週三晚祈禱會為財務部代禱，由蘇玉蓮姊妹帶領，歡迎參加。(15/1禧
小福音事工及 22/1以馬忤斯小組) 

* 2.歡迎本年度在本堂實習的吳肇文弟兄，他現於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就讀三
年級，將主力於兒童區及少年團事奉，求主賜福他在這裡的服侍和學
習！ 

區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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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區 ～ 新朋友歡迎會 
本年度第一次「新朋友歡迎會」定於下主日(12/1)午堂崇拜後
12:15-13:30在 605室舉行。 

 誠邀每位在過去半年內，初參與富浸聚會的新朋友出席，讓我們能夠彼
此認識，及讓你更多了解我們的教會。 

* 5.26/1/2020年初二有合堂崇拜，在早上 11:00正，請屆時出席。 

* 6.學校事工（少年團） ～ 啟發課程 
課程開始：2020年 1月 05日(星期日) 
時間：每逢主日早上 10:45-12:15 
地點：禧年小學 603室 
內容：互動的信仰與生活探討、詩歌、遊戲等 
對象：中一生(或初中) 

內部事項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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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今日下午 2:30在村副有執委會，請執委同工屆時出席。 



上週聚會人數 
崇拜：合堂 218 人  (成人+兒童/青少) 禧年詩班 16 人 

  兒童崇拜 8+27 人 粵韻 - 

主日學 - 青少崇拜 6+15 人 長者團 37 人 

主日早禱會 10 人 少年團 2+7 人 成人小組 - 

週三祈禱會 公假   婦女區 - 

 

下週事奉人員(12/1) 

 講員 主席 司琴 讀經 音響 投影 司事長 司事 

早堂 
吳仲賢 

傳道 
呂曼珍 

傳道 
彭希哲 

弟兄 
鍾惠珍 

姊妹 
麥少峰 

弟兄 
鄧素勤 

姊妹 
林進馨 

姊妹 

吳啟源 

王志明 

陳細珍 

午堂 
吳仲賢 

傳道 

廖岸然 

姊妹 
青少區 ／ 

麥少峰 

弟兄 

何頌晞 

弟兄 

郭桂琼 

姊妹 

黃美清 

劉桂齡 

陳金愛 

午堂當值同工 梁世重傳道 午堂當值執委 何永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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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程序內容 

【宣召】約翰福音 1:1-3 
主：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眾：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合：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歌頌】普世歡騰(世紀 139 首) 

1 普世歡騰救主降臨；全地接祂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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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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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音繚繞不停。 

3 罪孽憂愁全當止息，無地再長荊棘； 
我主來臨，使福充溢，主恩深厚無比， 
主恩深厚無比，主恩，主恩深厚無比。 

4 救主治世以真、以惠，用道將民訓誨； 
主顯公義，何等全備，慈愛何等全備， 
慈愛何等全備，慈愛，慈愛何等全備。 

 

【歌頌】真光照徹諸幽暗(世紀 150首) 

1 真光照徹諸幽暗，哈利路亞！發射光輝到永恆，哈利路亞！ 
道成肉身降凡塵，哈利路亞！光明新生賜世人，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2 神子基督今降生，哈利路亞！萬物皆藉祂造成，哈利路亞！ 
救主榮光耀全地，哈利路亞！充滿恩典、主真理，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3 一切相信祂的人，哈利路亞！必要得救享永生，哈利路亞！ 
從神而生蒙憐憫，哈利路亞！同沾主名造物恩，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4 基督聖嬰已顯現，哈利路亞！萬世萬代之冠冕，哈利路亞！ 
永生主道已來臨，哈利路亞！引領子民歸向神，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誦讀啟應文】以弗所書 1:3-14 

(啟) 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
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應) 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
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啟) 5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的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
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應) 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
們的。 

(啟) 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
富的恩典。 

(應) 8 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啟) 9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應)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
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啟) 11 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
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 

(應) 12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
讚。 

(啟) 13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
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合) 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神之民被贖，使他的
榮耀得著稱讚。 

 

 

 

 

 



【獻詩】獻上我的歌(讚美的季節 P62) 

 我拿什麼獻給馬槽的嬰孩？用什麼表達我的愛？ 
我拿什麼獻給聖嬰主耶穌？能獻什麼？能獻什麼？ 
我拿什麼獻給萬物創造者？有什麼能配獻給祂？ 
我拿什麼獻給至高的君王？能獻什麼？能獻什麼？ 
我要唱哈利路亞，主，我敬拜祢 
願終日盡情唱讚美，將我的歌獻給祢 
主使我口愛唱歡欣樂音(哈利路亞) 
主使我心滿溢祂的慈愛 
使我生命有了屬靈的平安 
我今要唱，我今要唱，我要唱哈利路亞 
主，我敬拜祢，願終日盡情唱讚美 
將我的歌獻給祢，將我的歌獻給祢 

 

【證道講題及經文】 
合一的愛中彼此建立 以弗所書 4:1-16 
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
稱。 

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4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5 一主，一信，一洗， 

6 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
眾人之內。 

7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8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
賞給人。 

9 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 

10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
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
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
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回應詩】以愛相連(世紀 459首) 
1 福哉！愛主聖徒，彼此以愛結連， 
和睦相處，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 

2 在父寶座面前，同心虔誠祈禱， 
同擔憂懼，同得安慰，同一盼望目標。 

3 彼此同當憂患，彼此同肩重擔， 
彼此共灑同情眼淚，彼此慰問勸勉。 

4 我們離別之時，內心難免依依， 
身雖遠離，心仍契合，希望再會有期。 

 

【月詩】主是真光(普天 100 首) 

 主是真光，我們歡欣頌揚， 
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主是真光，我們歡欣頌揚， 
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歡欣歌唱，同呼主是真光， 
我們歡欣歌唱，歡欣歌唱， 
同呼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