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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二月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顯現期第五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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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以賽亞書 6 章 3 節下 ..................................... 眾  立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遍滿全地。 

3. 讚美 ......................... 虔誠敬拜（生命聖詩第 109 首） ....................... 眾  立 

1 凡有血氣，皆當靜默，敬畏謙恭同肅立，莫想絲毫世俗事物， 

因主基督正臨格，親手施天福賜神恩，接受我們恭敬拜。 

2 萬王之王童女所生，血肉驅體現人間，萬主之主竟成人形， 

救主臨世恩澤長，甘願捨聖身流寶血，賜與信者作天糧。 

3 千萬天軍排列成行，前隊先鋒步伐壯，光中之光周圍環繞， 

親從天堂降凡塵，消滅地獄權除毒鈎，驅散黑暗顯光芒。  （間奏） 

4 晝夜俯伏在主足前，撒拉弗與基路伯，崇拜至尊，翅膀遮面， 

不停頌讚獻歌聲，唱哈利路亞主至聖，哈利路亞主至聖，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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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歌唱主生平(生命聖詩 110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138 篇 ............................................ 眾  坐 

路加福音 5 章 1-11 節 

7. 獻詩 ................................... 聖名榮光 (普天頌讚 55 首) ............................... 詩  班 

8. 奉獻 ..............................神是獨一的主 (普天頌讚 800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申命記 28 章 1-14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迎春接福 ............................................... 眾  坐 



 

 

11. 回應 ........................... 新年許願 (生命聖詩 504 首) ........................... 眾  立 

   1 新年轉瞬又來臨，懇求我主護蔭，不論工作或等候，與主同度此年。 

   2 願憐憫，信實，恩惠，充滿這新一年；願主面光常照耀，一年充滿喜樂。 

   3 願一年進步向前，一年充滿讚美；願祢恩手常證明，上主與我同在。 

默想：4 願一年熱心事奉，努力見證主愛；願一年殷勤學習，堪作屬天忠僕。 

   5 新年轉瞬又來臨，懇求我主護蔭，不論在地或天庭，為主而活此年。阿們。。 

12. 公禱、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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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為列王紀上 15 至 21 章。弟兄姊妹只要 

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 

3) 2019 年 3 月 16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由陳恩明牧師主講，題 

目：「活得年輕的秘訣」，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邀請未信主的親友赴會（聚會

期間設有在學兒童照顧安排）。是日所有團契改為參加佈道會。 

4) 有志作佈道會陪談員的弟兄姊妹，請踴躍報名，報名表已張貼在圖書閣對出 

間隔上。 

5)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於 2 月 8 日至 11 日放年假。 

6) 會友袁蘭玉姊妹安息禮拜訂於二月十一日(明天)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 

一樓博愛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7) 本堂將聘請袁熙群先生為傳道人，並於 2019 年 3 月 1 日到任，求主帶

領他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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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Chorale prelude, Nun danket alle Gott ...................... 眾  坐 

(Now thank we all our God) by Max Reger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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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楊穎君執事 楊穎君執事

讀經: 連思樺姊妹 連卓鴻弟兄 連思樺姊妹 黃翰濤弟兄 雷書昊弟兄 鄭穎儀姊妹 雷書昊弟兄 周家揚弟兄

司琴: 葉海婷姊妹 甄樂陶弟兄 葉海婷姊妹 甄樂陶弟兄 林溢輝弟兄 潘裕文姊妹 林溢輝弟兄 潘裕文姊妹

招待: 黎翠琼姊妹 楊美美姊妹 梁淑敏姊妹 張元娜姊妹 張潔綾姊妹 趙惠蘭姊妹 鄧孔炤弟兄 繆迺頌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何少鳯姊妹 呂進雄弟兄 羅志威弟兄 黃寶強弟兄 黃慧儀姊妹 方子仁弟兄 盧麗雯姊妹

當值: 方艾洲弟兄 甄志賢弟兄 彭秀群姊妹 馬志國弟兄 高燕萍姊妹 陳惠霞姊妹 羅志威弟兄 古海劍弟兄

影音: 曾偉珩弟兄 鍾穎嵐姊妹 郭　宏弟兄 藍天晴姊妹 陳貽添執事 李芷珊姊妹 許偉賢弟兄 鄭穎心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徐俊榮執事 李燕怡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林二妹姊妹 蔡加德弟兄 鄒念龍弟兄 楊明麗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　- -　-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　- -　-

讀經: 陳廸晞小朋友 李穎潔小朋友 -　- -　-

司事: 劉卓瑋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　- -　-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林笑寶姊妹 王月珊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芷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王月珊姊妹 周潔頤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羅啟然姊妹 林笑寶姊妹 夏麗婷姊妹 陳敬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夏麗婷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六主日（綠）(2月17日) 顯現期第五主日（綠）(2月10日) 

本月累積奉獻: $164,950  (包括發展及購堂: $24,700) 上週奉獻總數: $164,950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呂潔儀姊妹、楊妙玲姊妹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