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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 新春崇拜 顯現期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27 篇 1、4 節 (舊約 781 頁) .......................... 眾  立 

1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 

 耶和華是我生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 

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宇裏求問。 

3. 讚美 ....................... 基督我主，我心昐望 (生命聖詩 61 首) ..................... 眾  立 

1 基督我主，我心盼望，救贖唯一泉源； 

 創造萬物開天闢地，基督救主為王，基督救主為王。 

2 浩瀚宏恩無限憐恤，背負我們重擔； 

 被釘十架忍受極刑，釋放屬祂子民，釋放屬祂子民。 

3 死亡枷鎖已被掙斷，罪價主已清償； 

 於今高坐聖父寶座，穿上尊榮外袍，穿上尊榮外袍。 

4 願主大恩溢澤寰宇，寬恕我等罪人； 

 使我罪人到寶座前，得蒙恩主接納，得蒙恩主接納。 

5 基督是我今生喜樂，是我來生賞賜； 

 我心我靈唯一誇耀，就是我主榮耀，就是我主榮耀。 

6 頌讚全歸於天上主，一切榮耀讚揚， 

 全歸聖父聖子聖靈，直到永永遠遠，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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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讚頌我王 (生命聖詩 34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9 章 1-4 節 (舊約 1008 頁) ........................ 眾  坐 

          提摩太前書 6 章 3-8 節 (新約 327 頁) 

7. 獻詩 ............................耶穌，我心所樂 (普天頌讚 66 首) ......................... 詩  班 



 

 

8. 奉獻 ................................. 迎主親臨 (普天頌讚 186 首) .............................. 眾  坐 

9. 執事新春分享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詩篇 121 篇 (舊約 896 頁)................................. 眾  坐 

11. 信息 ................................................. 你出你入 ............................................... 眾  坐 

12. 回應 ...............................有福的確據 (生命聖詩 414 首) ............................ 眾  立 

1 有福的確據，耶穌屬我，我今得先嘗天堂的榮耀！ 

 為父神後嗣，已得救贖，從聖靈得生，寶血洗淨。** 

2 完全順服主，快樂無比，天堂的榮耀，顯在我心裏； 

 天使帶信息，由天降臨，傳報主憐憫，述說主愛。** 

3 完全順服主，萬事安寧，我在救主裏，喜樂滿心懷； 

 時刻仰望主，儆醒等待，滿得主恩惠，浸於主愛。** 

  
** 這是我信息，我的詩歌，讚美我救主，晝夜唱和。×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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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詩篇 134-140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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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7、28 日(一、二)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4) 3 月 28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由余德淳博士主講，題目：「變

幻中的平安」，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並邀請未信主的親友赴會。另

外，有志作陪談員及招待員的弟兄姊妹，請踴躍報名，報名表已張貼在圖

書閣對出間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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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Sing with Joy,Glad Voices Lift by Hermann Schroeder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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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讀經: 方早晞姊妹 林燕芬姊妹 方早晞姊妹 周家揚弟兄 雷書昊弟兄 鄭穎儀姊妹 雷書昊弟兄 鄭美珍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梁頌康弟兄 陳卓恩姊妹 梁頌康弟兄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林文蓮姊妹 陳惠霞姊妹 李淑蓮姊妹 李敏池弟兄 林笑寶姊妹 林碧蓮姊妹 黎美滿姊妹 周潔頤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袁麗娟姊妹 呂進雄弟兄 邱頌詩姊妹 黃寶強弟兄 黃慧儀姊妹 方子仁弟兄 譚慧冰姊妹

當值: 鍾志堯弟兄 戴志遠弟兄 黃香娣姊妹 楊彼得弟兄 温麗儀姊妹 曾偉珩弟兄 余文耀執事 余穎欣姊妹

影音: 陳永祐執事 李雪葵姊妹 林殷宏執事 夏麗婷姊妹 陳朝發弟兄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執事 陳喜洋弟兄

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冼文儀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李嘉懿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梁穎童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韋樂恩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劉卓言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林洛琛弟兄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林洛琛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林曉潼小朋友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陳可媚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周敏儀姊妹 林綽盈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李笑歡姊妹 王月珊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陳玉燕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後第四主日(2月2日) 聖餐顯現期後第三主日(1月26日) 

上週奉獻總數: $84,259 本月累積奉獻: $465,385  (包括發展及購堂: $38,700)

本週獻花: 黃瑞林弟兄、楊妙玲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M010 主知名 1800 Q082 主知名 3200 Q802 主知名 2700 S608 主知名 100 S872 主知名 3000
S873 主知名 2000 S921 主知名 200 T182 主知名 350 T186 主知名 2000 T188 主知名 1500
T189 主知名 3000 T192 主知名 8000 T194 主知名 100 T233 主知名 4001 T235 主知名 500
T245 主知名 1000 T277 主知名 1200 T321 主知名 500 T519 主知名 2000 T604 主知名 500
T611 主知名 600 T653 主知名 500 T687 主知名 1000 T691 主知名 1500 T814 主知名 2000

慈惠 : R963 主知名 600 T194 主知名 500
感恩 : M010 主知名 200 P959 主知名 500 Q802 主知名 300 S394 主知名 1000 S608 主知名 100

T175 主知名 1000 T176 主知名 200 T181 主知名 10000 T184 主知名 300 T187 主知名 1000
T189 主知名 1000 T192 主知名 2500 T193 主知名 500 T194 主知名 500 T205 主知名 200
T391 主知名 680 T604 主知名 300 T607 主知名 500 T691 主知名 500 U056 主知名 1000

發展 : T194 主知名 300
差傳 : M010 主知名 1000
教育 : T177 主知名 800 T189 主知名 1000 T194 主知名 300
鮮花 : T691 主知名 3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