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20 年題：『心繫聖言、靈裡轉化』
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二日
早堂 主日上午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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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迎見上帝
＜詩篇 29:1-2，11＞
＜神慈愛真可見＞世紀 156 首
＜三位博士來自東方＞世紀 155 首
以賽亞書 42:1-9
＜晨星之歌＞讚美的季節 P46
＜馬太福音 2：13–15，21–23＞
＜聖誕之後……＞
＜我只能夠想像＞憐憫我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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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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月詩
殿樂

＜主是真光＞普天 100 首
(安靜片刻)

主席 呂曼珍傳道
講員 吳仲賢傳道
讀經 鍾惠珍姊妹

司琴 區靜雯姊妹
音響 麥少峰弟兄
投影 鄧素勤姊妹

眾立
蔡明德牧師
眾立
眾坐

司事長 林進馨姊妹
司事 吳啟源弟兄、陳細珍姊妹

王志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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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堂 主日上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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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迎見上帝
＜啟示錄 7:10-12＞
＜榮耀神羔羊＞世紀 210 首
祈禱
<聖潔的祢> ACM
＜唯有耶穌＞讚美之泉
＜馬太福音 2：13–15，21–23＞
＜聖誕之後……＞
＜我只能夠想像＞憐憫我樂團

(安靜片刻)
† 鼓勵各兄姊留步彼此交通、代禱 †

主席 廖岸然姊妹

司琴 青少區

講員 吳仲賢傳道

音響 麥少峰弟兄
投影 何頌晞弟兄

午堂當值同工 梁世重傳道

司琴
主席/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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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事長 郭桂琼姊妹

黃美清姊妹、劉桂齡姊妹
陳金愛姊妹
午堂當值執委 何永芳姊妹
司事

小組問題 (早及午堂)
1. 有哪些處境已消磨了你的信心和耐性？在這種狀態之中，你對神、
對自己有什麼感受？
2. 約瑟的經歷，有令你共鳴之處嗎？又帶給你什麼啓發？

禱告事項
1. 請為教會新一年「心繫聖言、靈裡轉化」的追求方向禱告。
求上帝賜我們渴慕的心，激勵我們竭力追求，將神的話藏在心裡，
讓心靈得著更新變化，生命能夠多結果子榮耀主名。

2. 在武漢肺炎及流感高峰期的夾擊下，請記念前線醫護人員的身心靈
得蒙保守，求主憐憫我們，讓我們在祂裡面再次經歷出人意外的平
安。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週三晚祈禱會為禧小福音事工代禱，由吳婉茵傳道帶領，歡迎參加。
(22/1 以馬忤斯小組及 29/1 整體教會)
2.26/1/2020(年初二)有合堂崇拜，在早上 11:00 正，請屆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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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今日午堂崇拜後 12:15-13:30
在 605 室舉行。誠邀每位在過去半年至今的新朋友出席，讓我們能
夠彼此認識，及讓你更多了解我們的教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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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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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際關係與財富管理

2.出埃及記
3.福音粵曲齊齊唱
5.福音研經課程 6.聖地歷史概覽(二)

* 7.花藝組將於 9/2，16/2 及 23/2 下午 2 時至 4 時在村副舉行「花藝培
訓班」，誠邀了資歷豐富的洪志娟女士擔任導師。歡迎有興趣學習
並裝備事奉的肢體向組長郭賽賢姊妹報名。詳情請參接待處海報。

* 8.新春快到，敎會預備了單張及揮春於司事枱上，歡迎索取。(自由奉
獻)。

* 9.各兄姊於新春期間在教會或聚會不需要派紅封包，互相祝賀問安便
可。

上週聚會人數
崇拜：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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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
主日早禱會
週三祈禱會

132 人

(成人+兒童/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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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

兒童崇拜 9+28 人
青少崇拜 4+17 人
少年團 3+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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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小組 10 組 8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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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主餐司事

鍾惠珍姊妹、郭桂琼姊妹、歐陽艷芳姊妹、卓瑞華姊妹

聚
會
資
料

午堂當值執委

司事
曾慕瓊
林和君
何麗珍
鄺鳳珠
張恩德
彭建群

呂玉玲姊妹

早堂程序內容
【宣召】詩篇 29:1-2，11
主： 神的眾子啊，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
眾： 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他，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
和華。
合： 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
姓。

【歌頌】神慈愛真可見(世紀 156 首)
1 神慈愛真可見！遠超過人意念！
祂堅固無可比！主愛統治！
神慈愛多豐富，賜厚恩難數算，
大能力勝死權！主愛統治！
欣喜求平安！主旨成就！
祂必要滿足！你所渴求。
活在主愛裏面！天天頌主恩典！
禱告主訴心願。主愛統治。
2 神差遣獨生子，甘降卑成人子─
賜我們大福祉！主愛統治！
歸榮耀施恩主，天地都同歌唱，
讚美主大君王！主愛統治！
基督今降生，眾門敞開！
普世要承接，上主美旨。
救主星光照亮，耀世人導方向，
從現在到永遠！主愛統治！

副歌：
從現在到永遠！主愛統治！

【歌頌】三位博士來自東方(世紀 155 首)
1 博士三人來自東方，攜帶禮物獻給君王，
經過田野、荒漠、山川，日夜跟隨星光。
2 在伯利恆誕新君王，獻上黃金賀祂為王，
永永遠遠統治我們，恩澤地久天長。
3 獻上乳香芬芳四溢，救主恩愛萬民受益，
祈禱、感謝、讚美、頌揚，當作馨香之祭。
4 獻上沒藥雖苦猶香，預示墳墓痛苦悽涼，
憂傷、悲嘆、流血、捨身，主有得勝力量。
5 君王上主為人犧牲，何等榮耀，祂已得勝！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天上人間同聲。

副歌：
啊！奇妙明星放光芒，燦爛無比真輝煌。
明星引領不斷前進，直到朝見主真光。

【誦讀啟應文】以賽亞書 42:1-9
(啟) 1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我已
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應) 2 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啟) 3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
實將公理傳開。
(應) 4 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海島都等
候他的訓誨。
(啟) 5 創造諸天，鋪張穹蒼，將地和地所出的一併鋪開，賜氣息
給地上的眾人，又賜靈性給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華，他
如此說：
(應) 6 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
眾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
(啟) 7 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
(應) 8 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
也不將我的稱讚歸給雕刻的偶像。

(合) 9 看哪，先前的事已經成就，現在我將新事說明，這事未發
以先，我就說給你們聽。

【獻詩】晨星之歌(讚美的季節 P46)
古代人們心喜樂，仰望景星作引導
欣然歡迎它光彩，燦爛輝煌前路照
求主使我亦如此，追隨景星行主道
他們歡然行遠路，走向卑微馬槽旁
屈膝虔誠共敬拜，天上惟一大君王
求主使我亦如此，不辭千里覓慈光
懇求救主領我眾，奔走狹路赴窄門；(奇妙明星放光芒)
待到世界成過去，蒙救靈魂近主身，(閃爍燦爛真輝煌)
不再需要星光照，有主榮耀永光明。(一直照亮引向西方)
引領走向世界真光，(引領走向世界真光)
世界真光 (向世界真光)

【證道講題及經文】聖誕之後……
(太 2：13–15，21–23)
13 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
「起來！帶著小孩
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裏，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
找小孩子，要除滅他。」
14 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
15 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
「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21 約瑟就起來，把小孩子和他母親帶到以色列地去；
22 只因聽見亞基老接著他父親希律作了猶太王，就怕往那裏去，
又在夢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內去了，
23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裏。這是要應驗先知所說，
他將稱為拿撒勒人的話了。』

【回應詩】＜我只能夠想像＞憐憫我樂團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it will be like When I walk, by your side
我只能够想像，當祢伴我行那會是怎樣的景象？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my eyes will see When you face is before me
我只能够想像，當祢的聖容在我眼前那會是怎樣？
I can only imagine
I can only imagine
我只能够想像 我只能够想像
Surrounded by You glory What will my heart feel
當祢榮光圍繞我那會是什麼感受？
Will I dance for you Jesus Or in awe of You be still
耶穌我會為祢跳舞？或是敬畏無法彈動？
Will I stand in your presence Or to my knees will I fall
我能站立在祢面前？還是感動跪在地上？
Will I sing hallelujah Will I be able to speak at all
我會高唱哈利路亞？還是激動無法說話？
I can only imagine I can only imagine
我只能够想像 我只能够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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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