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堂 主日上午 9:15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眾坐 

宣召  ＜彌 6:6–8選段＞  眾立 

歌頌  ＜普天下都來頌揚(第一調)＞世紀 16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請向我述說主耶穌＞世紀 166首  眾坐 

誦讀  ＜詩篇 103篇＞  眾坐 

奉獻    眾坐 

證道  ＜知恩、感恩、報恩＞  呂曼珍傳道 

回應詩歌  ＜祢是王＞齊唱敬拜讚美，頁 2  眾立 

牧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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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蔡明德牧師 

殿樂  (安靜片刻)  眾坐 

     
主席 陳國智弟兄

姊妹 
 司琴 李敏怡姊妹  司事長 蘇玉蓮姊妹 

講員 呂曼珍傳道  音響 麥少峰弟兄  司事 劉學強弟兄、蘇玉蓮姊妹 
讀經 郭賽賢姊妹  投影 李麗嫦姊妹   林英才弟兄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20 年題：『心繫聖言、靈裡轉化』 

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日 

二零年二月二日 



午堂 主日上午 11:00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司琴 

宣召  ＜路 19:10、可 10:45＞  主席/會眾 

敬拜  ＜唯有耶穌＞讚美之泉 17   

  祈禱   

  <耶穌的名>基恩敬拜   

  ＜因祂活着＞世紀頌讚 206   

奉獻    主席 

讀經  ＜詩篇 103篇＞  主席 

證道  ＜知恩、感恩、報恩＞  呂曼珍傳道 

回應詩歌  ＜祢是王＞齊唱敬拜讚美，頁 2  眾立 

家事分享    梁世重傳道 

殿樂  (安靜片刻)  司琴 

† 鼓勵各兄姊留步彼此交通、代禱 † 

     
主席 黃棣強弟兄  司琴 潘凱琳姊妹  司事長 鄭皓華姊妹 
講員 呂曼珍傳道  音響 麥少峰弟兄  司事 梁庫銘弟兄、譚敏兒姊妹 

   投影 邱秀娥姊妹   呂玉玲姊妹 
午堂當值同工 梁世重傳道 午堂當值執委 何麗坤姊妹 

 

小組問題 (早及午堂) 
1. 請在組中分享自己一件感恩的事項。 

2. 凡事感謝；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旨意。(帖前 5:18)「凡

事」包括了禍與福、順與逆，你會如何去操練這屬靈的功課呢？ 

 

禱告事項 

1. 面對武漢肺炎疫症，求主讓我們經歷唯有倚靠上帝才得真平安的真理。 

2. 求主保守各醫護人員，工作份外留心，出入醫院都有主的保護。 

3. 為禧小在這額外的新年假中，學校有智慧安排停學或復課事宜，也讓家長

好好安排子女的假期。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 (1)鑒於目前武漢肺炎疫情嚴重，香港政府於 1月 25日宣布將防疫應變計

劃提升至最高的緊急級別。為配合政府的呼籲減少人群之間的接觸，

從而減低傳播疾病的風險，教會經商議後決定： 

1.1由本周開始，本堂除兩堂主日崇拜及青少年崇拜以外，其他聚會將會

暫停，包括兒護兒崇(暫停兩週)、祈禱會、主日學、少年團(暫停兩

週)、長者區耆英團契聚會、成人區分組/合組活動及興趣班、福音研

經班、詩班練習及崇拜獻詩，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1.2聚會之前將會量度體溫，弟兄姊妹亦可按需要使用酒精搓手液消毒。

由於教會口罩存貨不算充足，請會眾參加聚會時盡量自備口罩。 

1.3 凡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14日內曾接觸呼吸道感染病人或由國內回

港的會眾，建議暫停出席聚會，直至康復或確定並無感染。 

雖然教會的聚會減少了，務請各位弟兄姊妹迫切為這埸疫症的平伏以及在

前線奮戰的醫護人員祈禱，並且時刻彼此守望，見證主愛。 

內部事項 

 (2)吳婉茵傳道 29/1-4/2放年假，有要事請聯絡其他同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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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聚會人數 

 
崇拜：合堂 142 人  (成人+兒童/青少) 禧年詩班 暫停 

主日學 暫停 兒童崇拜 11+4 人 粵韻 暫停 

主日早禱會 4 人 青少崇拜 合崇 長者團 暫停 

週三祈禱會 暫停 少年團 2+2 人 成人小組 1 組 5 人 

 

 

下週事奉人員(9/2) 

 講員 主席 司琴 讀經 音響 投影 司事長 司事 

早堂 
梁世重 

傳道 
黃棣強 

弟兄 
呂曼珍 

傳道 
何頌晞 

弟兄 
麥少峰 

弟兄 
鄧素勤 

姊妹 
蘇玉蓮 

姊妹 

譚秀樺 

邱秀娥 

徐婉儀 

午堂 
吳肇文 

神學生 

廖岸然 

姊妹 
青少 / 

麥少峰 

弟兄 

何頌謙 

弟兄 

鄭皓華 

姊妹 

楊桂蓮 

袁玉梅 

湯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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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程序內容 

【宣召】彌 6:6-8 
主： 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當獻上甚麼呢？ 
眾： 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 
合：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歌頌】普天下都來頌揚(第一調) 

 (世紀 16 首) 

1 願普天下都來高歌頌揚我神我王！ 

諸天並不太高，歌聲往遠處飄； 

山谷並不太深，歌聲從此升起。 

願普天下都來高歌頌揚我神我王！ 

2 願普天下都來高歌頌揚我神我王！ 

我眾盡情歡唱，歌聲歷久不絕。 

教會高唱詩篇，傳送各處各方。 

願普天下都來高歌頌揚我神我王！ 

 

  



【歌頌】 請向我述說主耶穌(世紀 166 首) 
1 請向我述說主耶穌，深印每句在我心； 
對我述說寶貴故事，最奇妙甜美佳音。 
述說天使如何歌頌，慶賀主耶穌降生： 
天上榮耀歸與真神，地上平安歸與人。 

2 述主禁食在曠野間，述說獨自忍饑餓； 
述主曾受惡魔試探，堅忍不移終得勝。 
述說耶穌如何辛勞，歷盡憂傷與苦痛， 
被人棄絕、藐視、凌辱，居無定所極貧窮。 

3 述說救主被釘十架，如何受苦擔罪過， 
述說救主葬在墳墓，述說祂如何復活。 
這故事中的大慈恩，我今已明白是真， 
說到主愛為我捨身，我不禁流淚感恩。 

 

副歌： 
請向我述說主耶穌，深印每句在我心； 

對我述說寶貴故事，最奇妙甜美佳音。 

 

【誦讀啟應文】詩篇 103 篇 

啟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

名！ 

應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啟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應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啟 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應 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啟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為。 

應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啟 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應 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 

啟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應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啟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 

應 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 

啟 至於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樣。他發旺如野地的花， 

應 經風一吹，便歸無有；它的原處也不再認識它。 

啟 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從亙古到永遠；他的公義也

歸於子子孫孫 

應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約、記念他的訓詞而遵行的人。 

啟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權柄統管萬有。 

應 聽從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稱頌耶和華！ 

啟 你們作他的諸軍，作他的僕役，行他所喜悅的，都要稱頌耶和

華！ 

合 你們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處，都要稱頌耶和華！我

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回應詩】＜祢是王＞齊唱敬拜讚美 

 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 

祢是王， 尊貴主，我景仰，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