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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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27:1，6＞  眾立 

歌頌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世紀70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耶穌愛我＞世紀 285首  眾坐 

誦讀  馬太福音 5:1-12  眾坐 

獻詩  ＜快樂人＞  歡欣團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詩篇 23篇＞  眾坐 

證道  ＜福杯滿溢＞  蔡明德牧師 

回應詩歌  ＜耶和華是我牧者＞世紀 65首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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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艷娜姊妹  司琴 蔡黃珍珠師母  司事長 郭桂琼姊妹 
講員 蔡明德牧師  音響 麥少峰弟兄  司事 林和君姊妹、蘇松發弟兄 
讀經 李玉萍姊妹  投影 何麗坤姊妹   沈琴姊妹、張詠弟兄 

       吳啟源弟兄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20 年題：『心繫聖言、靈裡轉化』 

新春合堂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六日（年初二） 



小組問題 (合堂) 

1.請數算你在主裏的恩典及福份，並分享新一年有什麼行動去與人分享你
所得的恩典。 

2.今年富浸禧年堂年題：心繫聖言丶靈裏轉化。請分享你的回應行動。 

 

禱告事項 

1.請為過去一年作回顧感恩，並為新一年你期望有甚麼可以為主去達成

之事代禱。 
2.請為 15/2日歡欣團會到馬鞍山陳嫻老人院舉辦福音活動代禱。 

3.請為今年 3月逢星期四早上，長者區會舉辦讚美操代禱。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本堂仝人敬祝各位新春蒙福，主恩滿溢。 

 (2)週三晚祈禱會為以馬忤斯小組代禱，由陳玉蓮姊妹帶領，歡迎參加。
(5/2執委會及 12/2長者區) 

區部事項 

 (3)成人區～新春茶聚 
  下主日 2/2 (年初九) 10:15-11:00，在禮堂門外設有新春茶聚，誠邀

出席。歡迎帶同新春美食、糖果彼此分享。 

 (4)長者區～歡欣團年初四暫停，年初十一 4/2在伍月婷姊妹家中聚會，
當日星期二上午十時在富安花園 4 座地下集合，請屆時出席。 

內部事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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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截止報名) 

* (6) 2/2下主日 2:30在村副有執委會，請執委同工屆時出席。 

* (7)吳婉茵傳道 29/1-4/2放年假，有要事請聯絡其他同工。 

* (8)流感高峰期，需要時請帶上口罩，若有發燒或感冒的徵狀，請留在家
中休息。 

* (9)各兄姊於新春期間在教會或聚會無需要派紅封包，互相祝賀問安便可。 



上週聚會人數 
崇拜：早堂 115 人  (成人+兒童/青少) 禧年詩班 21 人 

 午堂 79 人 兒童崇拜 11+30 人 粵韻 - 

主日學 3 班 35 人 青少崇拜 5+17 人 長者團 36 人 

主日早禱會 8 人 少年團 1+9 人 成人小組 8 組 60 人 

週三祈禱會 5 人     

 

下週事奉人員(2/2) 

 講員 主席 司琴 讀經 音響 投影 司事長 司事 

早堂 
呂曼珍 

傳道 
陳國智 

弟兄 
李敏怡 

姊妹 
郭賽賢 

姊妹 
麥少峰 

弟兄 
李麗嫦 

姊妹 
蘇玉蓮 

姊妹 

劉學強 

陳玉蓮 

林英才 

午堂 
呂曼珍 

傳道 

黃棣強 

弟兄 

潘凱琳 

姊妹 
/ 

麥少峰 

弟兄 
待定 

鄭皓華 

姊妹 

梁庫銘 

譚敏兒 

呂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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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堂程序內容 

【宣召】詩篇 27:1，6 
主：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

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 
眾： 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

獻祭；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 
 

【歌頌】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世紀 70 首) 

1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我要唱，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用我口，向人傳講，你大信實，你大信實， 

用我口，向人傳講，你大信實直到永遠萬代。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2 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到永遠，祂奇妙大作為。 

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到永遠，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 

誰能與我主相比？我主信實，我主信實， 

誰能與我主相比？我主信實直到永遠萬代。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歌頌】耶穌愛我(世紀 285首) 

1 耶穌愛我，我知道，因有聖經告訴我， 

凡小孩子主牧養，我雖軟弱祂強壯。 

2 耶穌愛我，捨生命，天堂榮門為我開； 

將我罪惡洗乾淨，把祂小孩引進來。 

3 耶穌愛我，永不變，雖我軟弱多疾病； 

白日遭難主搭救，黑夜睡覺祂看守。 



4 耶穌愛我到永遠，一生路程祂陪伴； 

倘若在世我愛祂，日後領我到天家。 

副歌： 
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有聖經告訴我。 

 

【誦讀啟應文】馬太福音 5:1-12 

(啟) 1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
前來， 

(應) 2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啟) 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應) 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啟) 5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應) 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啟) 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應)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啟) 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應) 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啟) 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
你們就有福了！ 

(合) 12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
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獻詩】快樂人 

1 真開心早經已獲得拯救，得恩主愛護能做快樂人， 

神常維護我心中倍歡欣，人生滿希望共主可以同行， 

我願以歌聲，唱頌救主恩，常頌揚基督感激祂護蔭。 

2 心中真興奮有上主同行，基督親領路，全力向前行， 

全無後顧之憂更安心，人生滿希望盡一生服事神， 

竭力作主工，主領路要跟緊，常令神歡欣感激祂護蔭。 

 

 

【證道講題及經文】 

福杯滿溢 詩篇 23 篇 

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

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

福杯滿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回應詩】耶和華是我的牧者(世紀 65首) 

1 耶和華是我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祂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引導我走義路。 

2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祢為我擺設筳席， 

祢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的福杯滿溢。 

3 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