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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思緒 
 

  今天有三個不同的節日集中在一起，就是農曆新春的「人日」、西方的情人節和

教會年曆的預苦期，相當豐富的一天！身為中國人，於「人日」我們都會歡樂地互相

祝賀大家生日快樂；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香港也有慶祝情人節的，尤其是一眾年輕

的情侶們，都會在今天互送禮物向對方表達愛意。 

 

  在永恆主的大公教會中，預苦期是歷代先賢的優美傳統，他們視這四十天是信

徒靈性的一個歷程，幫助我們回轉、謙卑、順服，等候和盼望復活的喜樂和轉化的能

力。沒有預苦期的認罪克己，就不能深刻體驗受難日基督為你我捨己的苦難；沒有

與基督同嚐苦難，自然就沒有慶祝救主復活的歡欣！從剛過去的週三聖灰日開始，

教會就踏入 2016 年教會年中的預苦期。不少信徒學習在此期間禁食，特別在受難日，

這一天只吃麵包、白飯、稀粥或清水。 

 

  由於節日、節慶和節期等特別的日子，都能讓我們再次思考一己的身份，所以

縱然受著西方文化的影響，不論我們願意與否，我們都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另一

方面，作為基督徒，我們更是天國的子民，在世須努力完成上主的旨意之同時，我們

更盼望並等待著主的再來。在這段事奉與等待的期間，我們如何平衡自己在世而不

屬世的天國選民身份，也就需要更大的屬靈智慧與操練了。 

 

  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太 5:14) 

 

  今天，你我的燈是否也需要添上油呢？ 

 

麥呂曼珍師母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一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詩篇 91 篇 14 節 ............................................ 眾    立 

啟：因為他專心愛我，我要搭救他； 

應：因為他認識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3. 讚美 ............................ 歌唱主生平 (生命聖詩 第 110 首) .............................. 眾    立 

1) 為伯利恆同聲歌唱，牧人看守羣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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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花朶馥郁芳香， 

 聖子純潔善良；願拿撒勒美麗花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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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濤洶湧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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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 救主受難 (生命聖詩 第 111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91 篇 1-16 節 ....................................... 眾    坐 

   羅馬書 10 章 8 下-15 節 

7. 獻詩 .......................... 回轉歸向救主 (普天頌讚 第 219 首) ............................ 眾    坐 

8. 奉獻 .......................... 效主禁食禱告 (普天頌讚 第 204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詩篇 1 篇 1-6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築福 ...................................................... 眾    坐 

 



 

 

 

11. 回應 ............................ 活著為耶穌 (生命聖詩 第 470 首) .............................. 眾    立 

1) 活著為耶穌，真平安，喜樂之江河永不乾， 

 試煉雖來臨，我不慌，活著為耶穌，祂在旁。   ** 

2) 活著為耶穌，得安息，討我主喜悅，福滿溢， 

 單為主生活，聽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 

3) 活著在何處都為主，我一切重擔，主背負， 

 友縱背棄我，主忠誠，只要信靠主，祂引領。   ** 

4) 活著為耶穌，有盼望，將來必得見榮耀王， 

 見主在寶座，心歡喜，聽主說：“忠僕，得賞賜。”** 

** 求主助我多事奉祢，求主助我多讚美祢， 

 使我活在主慈愛裏，永遠跟隨主不轉離。 

12. 家事及代禱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或招

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感謝工業福音團契同工劉麗梅姑娘蒞臨本堂證道！ 

3) 今天青成年主日學暫停一次。 

4) 教會支持「工業福音團契」之「愛鄰紅封包行動」，資助貧窮家庭關顧事工，

於今天（農曆年後第一個主日）擺設「愛鄰如己」紅包收集箱，收集弟兄姊妹

愛心奉獻。 

5) 3 月 12 日(六)晚上舉行堂慶佈道會，以電影「下一站‧再愛你」作主題，是次

佈道會與影音使團合辦，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未信主家人及親友出席，門票在外

面宣傳架取。 

6) 麥牧師逢週二晚上 7:30 舉行祈禱查經班，現在查讀《使徒行傳》，鼓勵弟兄姊

妹參加。 

7) 本堂會友朱顧蕙時姊妹於 2 月 6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定於 2 月 16 日晚上 8:00

在鑽石山殯儀館二樓慈愛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4. 殿樂 ................................................... Prelude ................................................... 眾    坐 

 

默禱、散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奉 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一   星期六   主日 

        主日崇拜(早堂) 09:00 am-10:15 am  

星期二   福蔭團契 2:00 pm-4:00 pm (逢第二週)   主日崇拜(午堂) 11:30 am-12:45 pm  

以諾長者團契 2:30 pm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祈禱查經班 
7:30 pm-9:00 pm 

(逢星期二晚上) 
  
  

  兒童主日學(午堂) 11:30 am-12:45 pm  
成人詩班 5:00 pm 

星期四   大衛團 8:00 pm   中學級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馬利亞婦女團 9:30 am   約珥團  8:00 pm   成人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星期五   約書亞團(青年) 8:00 pm   兒童詩班 10:30 am-11:15 am  

以斯帖婦女團 7:15 pm (逢第二及第四週)   提摩太團(青成年) 8:00 pm   以利沙團(中學生) 12:00 pm-1:00 pm  

尼希米團 7:30 pm 
  雅 各 團(青成年) 8:00 pm   家庭團契 

2:00 pm-4:00 pm 

(約一季一次) 男士組 8:00 pm (逢第一及第三週)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莫澤明牧師 莫澤明牧師

主席: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林瑞萍姊妹 林瑞萍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麥淑容姊妹 柯綽瑤姊妹 梁麗珠姊妹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李英楠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林翠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翠恩姊妹 楊穎君姊妹 陳雅媛姊妹 楊穎君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陳秀英姊妹 林燕芬姊妹 張慧清姊妹 黎美滿姊妹 林義妹姊妹 葉翠蓮姊妹 王偉樂弟兄 温寶儀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呂玉潔姊妹 羅志威弟兄 文玉玲姊妹 蔡月媚姊妹 劉　匡姊妹 方子仁弟兄 丘嘉敏姊妹

當值: 曾偉珩弟兄 温麗儀姊妹 古海劍弟兄 陳家興弟兄 周錦照弟兄 楊鎧禎姊妹 呂君達弟兄 楊彼得弟兄

影音: 張淑敏姊妹 何淑怡姊妹 許偉賢弟兄 林溢謙弟兄 陳貽添執事 陳卓恩姊妹 徐俊榮弟兄 柯綽瑤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林禮標執事 麥穎珊執事 鄧民亮執事

司數: 楊彥君姊妹 蔡加德弟兄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插花: 林義妹姊妹 楊明麗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梁振平弟兄 林滿泰弟兄 蕭桂蘭姊妹 梁麗珠姊妹

司琴: 鍾慧嵐姊妹 陳卓欣姊妹 陳曉晴姊妹 劉己惠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區惠娟姊妹 蕭燕儀姑娘 區惠娟姊妹 蕭燕儀姑娘

溫柔: 呂潔玲姊妹 劉皓然弟兄 林美碧姊妹 施慧君姊妹 黃麗堅姊妹 劉皓然弟兄 林美碧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方麗玲姊妹 黃鑾鳳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方麗玲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王躍鑫姊妹 李芷珊姊妹 楊慧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蔡　舒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蔡　舒姊妹 周寶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崇拜職事人員表
下主日(2月 21日) 預苦期第一主日（紫） (2月 14日) 

常費 : Luk Ngan Ling 1000 Wong Kai Kin Elsa 5000 Yuen Ka Yin 1000 主知名C697 1300 主知名E263 3500

主知名F036 2500 主知名G519 4000 主知名G899 600 主知名G984 3000 主知名H267 100

主知名H426 4000 主知名H493 3000 主知名H599 5800 主知名H635 3000 主知名H675 9900

主知名H688 2500 主知名H828 2500 主知名H865 1900 主知名I100 100 主知名I105 7000

主知名I116 100 主知名I121 9000 主知名I130 1000 主知名I161 10000 主知名I403 9500

主知名I408 500 主知名I418 263 朱佩儀姊妹 1800 朱滔聰夫婦 1500 何美蘭姊妹 4000

何舒銘姊妹 2000 余文耀夫婦 4000 吳兆隆弟兄 500 吳紹麟弟兄 30000 阮鳳珍姊妹 200

林湛基弟兄 3000 林瑞馨姊妹 1300 康全夫婦 5000 陳妹姊妹 300 陳章浩弟兄 1000

陳惠玲姊妹 4000 黃佩貞姊妹 1000 楊彼得夫婦 10000 劉子春弟兄 1000 劉瑞琼姊妹 400

劉麗梅姊妹 1600 鄧顯昌弟兄 2000 鄭愛勤姊妹 1000 鍾惠香姊妹 800 鄺淑芬姊妹 1000

羅偉雄弟兄 1000

慈惠 : 主知名F970 3000 主知名G899 600 主知名H267 100 林志廣夫婦 200

感恩 : Grace Cheung 200 主知名H220 1000 主知名H688 2500 主知名I006 200 主知名I105 2000

主知名I130 500 朱滔聰夫婦 1500 吳維邦夫婦 600 林瑞馨姊妹 300 施懿君許秀良 8000

梁子駿弟兄 1800 陳志煌夫婦 40000 黃浩科夫婦 500 劉瑞琼姊妹 200 蔡小鳳姊妹 2500

發展 : 主知名G807 1000 主知名G940 1000 主知名H875 6500 吳兆隆弟兄 3000 林志廣夫婦 4800

陳靄婷姊妹 2000 劉子春弟兄 4000

差傳 : 主知名I120 3450

神學生 : 主知名G940 1000 主知名H426 2000 主知名I120 4000

神學 : 主知名G940 1000 主知名H426 2000 主知名I120 4000

鮮花 : 呂潔儀姊妹 250 黃浩科夫婦 250

其他 : 葉卓雄弟兄 500

本月奉獻累積: $289,188  (包括發展及購堂: $22,300)

每月奉獻目標: $48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289,188

本週獻花: 黃浩科夫婦、楊妙玲姊妹

************************************************  奉獻芳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