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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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11＞  眾立 

歌頌  ＜敬拜主＞世紀 49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歌唱主生平＞世紀 161首  眾坐 

誦讀  以賽亞書 49:1-7  眾坐 

獻詩  ＜榮耀基督顯明＞普天 183首  禧年詩班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約翰福音 15：1–8＞  眾坐 

證道  ＜作主門徒–常在主裡＞  梁世重傳道 

回應詩歌  ＜主啊，我願作祢門徒＞世紀 337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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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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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幼珍姊妹  司琴 呂曼珍傳道  司事長 孔秀雲姊妹 
講員 梁世重傳道  音響 麥少峰弟兄  司事 曾慕瓊姊妹、林和君姊妹 
讀經 陳國智弟兄  投影 劉學強弟兄   何麗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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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20 年題：『心繫聖言、靈裡轉化』 

主餐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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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   

  <祂已被尊崇>世紀 221首   

  ＜神羔羊＞讚美之泉 15   

奉獻    主席 

讀經  ＜約翰福音 15：1–8＞  主席 

證道  ＜作主門徒–常在主裡＞  梁世重傳道 

主餐    蔡明德牧師 

家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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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婉茵傳道  司琴 朱佳姊妹  司事長 郭桂琼姊妹 
講員 梁世重傳道  音響 麥少峰弟兄  司事 鄺鳳珠姊妹、張恩德弟兄 

   投影 湯浩然弟兄   劉桂齡姊妹 
午堂當值同工 蔡明德牧師 午堂當值執委 呂玉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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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問題 (早及午堂) 
1. 主的門徒有甚麼特徵。在你的身上看見這些特徵嗎﹖ 

2. 人如何知道自己常在主裡面。你如何保守自已常在主裡面﹖ 

 

禱告事項 

1. 求施恩主憐憫處於各地的天災、地震和疫病的人民，求主賜下屬天的
平安，引領他們經過各種困境。 

2. 踏入 2020年，求主保守並引導各區各部，在牧者同工和執委的領導

下，能同心合一推動事工、彼此建立；讓我們的親友與鄰舍同得福音
的好處。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週三晚祈禱會為整體教會代禱，由吳婉茵傳道帶領，歡迎參加。(29/1
為以馬忤斯小組及 5/2執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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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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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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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截止報名) 

* 5.劉學強弟兄母親黃惠華姊妹的安息禮拜定於 22/1/2020 晚上 7:30，
在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號循道衛理國際教會地庫 B舉行(灣仔地鐵站
A3出口)。23/1/2020上午 11時舉行出殯禮。請為喪家禱告，若時間
許可，鼓勵參與給予慰問。 

* 6.會友崔榮峰弟兄與劉嘉韻姊妹於 2 月 22 日新婚之喜，他們預備了西
餅與大家分享，稍後可於禮堂外享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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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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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人  (成人+兒童/青少) 禧年詩班 18 人 

 午堂 114 人 兒童崇拜 10+24 人 粵韻 13 人 

主日學 4 班 45 人 青少崇拜 合崇 長者團 45 人 

主日早禱會 11 人 少年團 2+8 人 成人小組 2 組 21 人 

週三祈禱會 9 人     

 

下週事奉人員(26/1) 
 

 講員 主席 司琴 讀經 音響 投影 司事長 司事 

合堂 
蔡明德 

牧師 
何艷娜 

姊妹 
蔡黃珍珠 

師母 
李玉萍 

姊妹 
麥少峰 

弟兄 
何麗坤 

姊妹 
郭桂琼 

姊妹 

林和君 

蘇松發 

萬玉霞 

沈琴 

張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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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程序內容 

【宣召】詩篇 40:1，11 
主：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他垂聽我的呼求。 
眾：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願你的慈愛和誠實

常常保佑我！ 
 

【歌頌】敬拜主(世紀 49 首)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榮耀、能力，一切讚美都歸與祂。 
敬拜主，敬拜權柄的主，從祂寶座能力流出，歌聲高揚。 

 來高舉，一同高舉主耶穌聖名，來彰顯，一同彰顯耶穌榮耀王。 
敬拜主，敬拜尊貴的主，祂曾捨命，今得榮耀，萬王之王。 

 

【歌頌】歌唱主生平(世紀 161首) 

1 為伯利恆同聲歌唱，牧人看守群羊， 
忽有天使從天下降，大喜佳音宣揚； 
伯利恆城昔日榮光，今天仍然輝煌， 
耶穌降世，地上平安，天使永遠頌揚。 

2 為拿撒勒同聲歌唱，充滿陽光歡暢， 
美麗花朵馥郁芳香，聖子純潔善良； 
願拿撒勒美麗花朵，在人心中生長， 
願祂馨香寶貴聖名，隨風吹送傳揚。 

3 為加利利同聲歌唱，山明樹綠湖清， 
我主曾在水面行走，命令海洋平靜； 
人生煩惱像加利利，波濤洶湧不不， 
只要信靠我主話語，心靈必得安寧。 

4 為各各他同聲歌唱，極悲哀卻光榮， 
救主被掛在十架上，將罪債都還清； 
被釘身死在各各他，從墳墓中復生， 
基督我主天地共仰，今施拯救大能。 

 



【誦讀啟應文】以賽亞書 49:1-7 

(啟) 1 眾海島啊，當聽我言！遠方的眾民哪，留心而聽！自我出
胎，耶和華就選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 

(應) 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將我藏在他手蔭之下；又使我成為磨
亮的箭，將我藏在他箭袋之中； 

(啟) 3 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榮耀。 

(應) 4 我卻說：我勞碌是徒然；我盡力是虛無虛空。然而，我當
得的理必在耶和華那裏；我的賞賜必在我神那裏。 

(啟) 5 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僕人，要使雅各歸向他，
使以色列到他那裏聚集。原來耶和華看我為尊貴；我的神
也成為我的力量。 

(應) 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
中得保全的歸回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
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合) 7 救贖主 － 以色列的聖者耶和華對那被人所藐視、本國所
憎惡、官長所虐待的如此說：君王要看見就站起，首領也
要下拜；都因信實的耶和華，就是揀選你－以色列的聖者。 

 

 

【獻詩】榮耀基督顯明(普天 183 首) 

 榮耀基督，道成肉身，永恆大愛世上顯明； 
求以眾心永遠為家，容我得居榮光之境。 

 人類生活:繁忙、乾枯，麻木、疲憊，漠不關心； 
求主耀照黑蔭世界，醫治、重建--顯主光明。 

 榮光初露約但河畔，罪眾同領新生活泉， 
覺醒上主與人同居，因此洞照言行分寸。 

 世界真光充滿萬邦，求來更新信、愛、希望， 
引導眾予進祢平安，如昔景星領到主旁。 

 

 

 



【證道講題及經文】 
作主門徒–常在主裡     約 15：1–8 
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
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4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
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6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
火裏燒了。 

7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回應詩】 
主啊，我願作祢門徒(世紀 337首) 

1 主，我願意作你門徒，在我心，在我心， 
主，我願意作你門徒，在我心。 
在我心，在我心，主，我願意作你門徒，在我心。 

4 主，我願意更像耶穌，在我心，在我心， 
主，我願意更像耶穌，在我心。 
在我心，在我心，主，我願意更像耶穌，在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