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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新春崇拜 顯現期第三主日（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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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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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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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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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讚頌我王 (生命聖詩 34 首) 眾坐 

1 願我有千千萬萬舌頭，千萬聲音向主歌頌； 

 我心在主裏歡喜雀躍，歌唱不息宣揚主恩， 

 雖我不配，主恩沛臨，祂竟為我成就大事。 

2 但願主所賜一切力量，從今不再靜寂隱藏； 

 奮起，快為主發揮功效，我靈，我心快快興起， 

 敬拜上主是我本分，歡呼頌讚造我恩主。 

3 森林中綠葉嬌嫩青翠，夏日風中輕輕起舞； 

 原野上青草纖巧晶瑩，花朵燦爛芬芳明媚， 

 它們表彰天父榮美，與我同宣告主榮耀。  (間奏) 

4 創造主，聽我謙卑懇求， 

 側耳聆聽地上歌頌直到永恆； 

 我與眾天使敬拜恭奉直到萬代； 

 願效天軍頌唱新歌，永恆樂音讚頌我王。 

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9 章 3-7 節 (舊約 1008 頁) 

3 你使這國民眾多，使他們喜樂大增；他們在你面前歡喜， 

 好像收割時的歡喜，又像人分戰利品那樣的快樂。 

4 因為他們所負的重軛和肩頭上的杖，並欺壓者的棍， 

 你都已經折斷，如同在米甸的日子一般。 

5 戰士在戰亂中所穿的靴子，以及那滾在血中的衣服， 

 都必當作柴火燃燒。 

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7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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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4 章 12-17 節 (新約 6 頁) 

12 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去； 
13 後來離開拿撒勒，往迦百農去，住在那裏。 
 那地方靠海，在西布倫和拿弗他利地區。 
14 這是要應驗以賽亞先知所說的話： 
15 「西布倫，拿弗他利，沿海的路，約旦河的東邊， 
 外邦人的加利利— 
16 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 
 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17 從那時候，耶穌開始宣講，說：「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 

7. 獻詩：1 讚歌，2 主賜你多福氣 眾坐 

愁悶困苦盡化煙，天空海闊，任鳥翱翔，上主釋放我生命； 
莫記前塵，盡棄浮華，邁向標杆毋後退！ 
承蒙恩義心志堅，一世守主誡命； 
行在主愛中，相親相助，讚歌高唱永莫忘！人事幻變盡泡影， 
禍福千變萬化，但要謹記：上主管理我生命； 
莫記得失，盡棄浮名，邁向高峰能獲勝！ 
承蒙恩召當兵，一世聽主發令； 
行在主愛中，不偏左右，讚歌高唱永莫停！ 
 
鼓聲樂聲 把祝福盡給你 主賜你身康健 心境似花般美 
一生無愁 衣食住不需理 每日有主供應  天天笑微微 
主愛在家裏 和和氣添生趣  
主照顧一家大小  可放下擔子莫理  
主替你擔苦罪 憂戚事不需記 神護庇充滿生機  
登高山          主陪著你  
縱有風雨        有主幫你 
愛是無限 生命裏有主護庇 主賜你多福氣 
鼓聲樂聲  把祝福盡給你 賜你身康健  心境似花般美 
一生無愁 衣食住不需理 每日有主供應  天天笑微微 
主愛在家裏 和和氣添生趣 主照顧一家大小 可放下擔子莫理  
主替你擔苦罪 憂戚事不需記 神護庇充滿生機 
登高山         子: 主陪著你  
縱有風雨       子: 有主幫你  
愛是無限 生命裏有主護庇 主賜你多福氣。 

8. 奉獻：Whiter Than Snow, by Lani Smith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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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執事新春分享 眾坐 

10. 信息經文：以弗所書 1 章 2-10 節 (新約 293 頁) 眾坐 

2 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 
3 願頌讚歸給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裏曾把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賜給我們。 
4 因為他從創世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滿有愛心。 
5 他按著自己旨意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到稱讚； 
 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白白賜給我們的。 
7 我們藉著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 
 這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8 充充足足地賞給我們的。他以諸般的智慧聰明， 
9 照自己在基督裏所立定的美意，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0 要照著所安排的，在時機成熟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11. 信息：福杯滿溢 眾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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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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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Praise to the Lord, the Almighty, 眾坐 

   the King of Creation, by Max Reger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傳意及出版事工有限公司、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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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何美寶傳道 黃仲安傳道 黃仲安傳道

主席: 劉翠琴姊妹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讀經: 陳卓欣姊妹 賴文湘姊妹 陳　諾弟兄 陳迪麟弟兄 陳　諾弟兄 邱頌詩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李淑蓮姊妹 何艷愛姊妹 林文蓮姊妹 周潔頤姊妹 譚慧妍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張滿嬌姊妹 温美娟姊妹 何少鳯姊妹 周家楊 袁麗娟姊妹

當值: 甄志賢弟兄 黃翠屏姊妹 王月珊姊妹 高燕萍姊妹 古海劍弟兄 林志剛弟兄

影音: 陳國榮弟兄 鄭慧芝執事 陳志立弟兄 李芷珊姊妹 呂進雄弟兄 夏麗婷姊妹

執事: 蔡頴鈞執事 陳永祐弟兄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鄒念龍弟兄 黃佩貞執事 林義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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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羅藹誼傳道 余泳恩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讀經: 高　越小朋友 鄭方正小朋友 李卓恩小朋友

司事: 陳頌諾小朋友 蔡紫晴小朋友 李沂冰小朋友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梁穎心小朋友 李寶玲姊妹 梁穎心小朋友羅藹誼傳道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李燕怡姊妹 李燕怡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顯現期第四主日（綠）(1月29日) 顯現期第三主日（綠）(1月22日) 

主日職事人員表

*** 早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上週奉獻總數: $103,453 本月累積奉獻: $501,106  (包括發展及購堂: $24,480)

本週獻花: 黃瑞林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251 主知名 2000 *1252 主知名 200 *1253 主知名 7000 *1254 主知名 4000 *1255 主知名 2000
F632 主知名 6000 F637 主知名 500 M532 主知名 500 M560 主知名 1000 M742 主知名 300

M760 主知名 500 R787 主知名 500 R971 主知名 3000 T571 主知名 9000 U625 主知名 500
U663 主知名 500 V838 主知名 2000 V853 主知名 3000 V881 主知名 8000 W274 主知名 8000
W275 主知名 3000 W276 主知名 2000 W283 主知名 50 W285 主知名 1800 W927 主知名 6000
Y427 主知名 2000 Y625 主知名 2600

慈惠 : F627 主知名 200 W927 主知名 4000 Y534 主知名 230

感恩 : F647 主知名 500 M556 主知名 500 M561 主知名 500 M742 主知名 200 Q329 主知名 1000
S309 主知名 500 T571 主知名 1000 U625 主知名 500 V839 主知名 500 V840 主知名 500

W274 主知名 2000 W276 主知名 1000 W283 主知名 50 Y534 主知名 200 Y689 主知名 500
發展 : *1252 主知名 200 U027 主知名 4000 Y625 主知名 100
差傳 : Y625 主知名 200
教育 : Y625 主知名 100
鮮花 : *1251 主知名 1000 F622 主知名 499 F627 主知名 100 Y427 主知名 300
其他 : U625 主知名 5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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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22 全年累積 2022年10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6,178,975       560,583          539,753          4,130        1,100          400           15,200          

現金支出 5,521,875       470,640          451,920          1,000        -                 8,000        9,720            
現金流入/(流出) 657,101          89,943            87,833            3,130        1,100          (7,600)       5,480            

固定資產 12,433,810     12,433,810     176,114          -                -                 -                12,257,696   

銀行及現金結餘 5,868,447       5,868,447       4,530,868       809,542    1,163,791   37,084      (672,837)       
其他資產 85,125            85,125            25,325            -                -                 -                59,800          

按揭貸款 -                     -                      -                     -                -                 -                -                    
其他負債 (656,752)        (656,752)         (655,552)        (1,000)       -                 -                (200)              
淨資產 17,730,631     17,730,631     4,076,756       808,542    1,163,791   37,084      11,644,458   

***********************************************************  財務摘要  ****************************************************

按

基

金

分

類

Nov-22 全年累積 2022年11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6,591,652       412,677          402,647          2,530        700             200           6,600            

現金支出 5,943,892       422,017          413,017          1,000        -                 8,000        -                    
現金流入/(流出) 647,761          (9,340)             (10,370)          1,530        700             (7,800)       6,600            

固定資產 12,376,378     12,376,378     167,629          -                -                 -                12,208,749   

銀行及現金結餘 5,859,107       5,859,107       4,520,498       811,072    1,164,491   29,284      (666,237)       
其他資產 85,125            85,125            25,325            -                -                 -                59,800          
按揭貸款 -                     -                      -                     -                -                 -                -                    
其他負債 (685,802)        (685,802)         (685,102)        (500)          -                 -                (200)              
淨資產 17,634,809     17,634,809     4,028,350       810,572    1,164,491   29,284      11,602,112   

***********************************************************  財務摘要  ****************************************************

按

基

金

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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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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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牧同工有效

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網上讀經計劃《約書亞記》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

載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神的話，並在生

活中實踐。 

4)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5) 2023 年新一季青成主日學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參加的弟

兄姊妹請於今日內報名。已報名學員請留意電郵或

Whatapp 通知有關安排。 

6) 1 月 23-25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時間
及形式 

報名連結 

成人進階課程
【當神學遇上
哲學】 

理論上神學先於哲學，神學領導學術思想發
展，隨著人文主義漸興盛，神學又逐漸走向死
胡同，哲學反成為學術主流，神學只有守衛傳
統的能力，且與哲學分歧越來越大，特別在倫
理生活應用上，究竟神、哲學注定各走各路？
還是可以尋找到互動的途徑？本課就此課題從
認識開始，到引發我們去思考。 

麥志成牧師 1 月 29 日(日)開
課，逢星期日早
上 10:30 ─ 
11:15 (共 8 堂)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gle/
ujHCtAeucFWX
GPVf9  

初信栽培課程 
【信仰生命的
起動】 
 

對象：初信者或對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價值和意
義不太清楚的信徒。 
課桯目的：探討基督教信仰的真義，並反思信
仰對我們生活的現代意義。 

江慕慈傳道 1 月 29 日 (日) 
開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 
11:15 (共 6 堂)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gle/
FKZfJVDVZcC6
qFuz9  

高中課程 
【戀愛祈兵】 

探討青少年的戀愛觀，了解聖經對戀愛的觀
點，預備成為一個更好和合神心意的自己。 

劉浩然兄弟、
林恩庭姊妹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gle/
dGuHXBafwZ7q
NE629  

初中課程 
【信仰實踐】 

從聖經學習了不同的教導，嘗試運用在日常生
活上，彼此鼓勵見證信仰。 

陳志輝牧師、
葉英傑傳道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gle/
BokPm1h3iojJR
Htg9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https://bit.ly/3Ni8qhX
https://forms.gle/ujHCtAeucFWXGPVf9
https://forms.gle/ujHCtAeucFWXGPVf9
https://forms.gle/ujHCtAeucFWXGPVf9
https://forms.gle/FKZfJVDVZcC6qFuz9
https://forms.gle/FKZfJVDVZcC6qFuz9
https://forms.gle/FKZfJVDVZcC6qFuz9
https://forms.gle/dGuHXBafwZ7qNE629
https://forms.gle/dGuHXBafwZ7qNE629
https://forms.gle/dGuHXBafwZ7qNE629
https://forms.gle/BokPm1h3iojJRHtg9
https://forms.gle/BokPm1h3iojJRHtg9
https://forms.gle/BokPm1h3iojJRHt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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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香港神學院將於 2 月及 3 月舉辦神學延伸課程，現可報讀 2

月份之課程，額滿即止。 

8) 2023 年度 - 執事崗位 (直至董事會成立為止) 

9) 會友黃翠屏姊妹之父親黃仲昭弟兄於 1 月 16 日安息主懷，求

主安慰其家人。 

 

 
 

 

 

科目名稱 講師 上課日期、時間 費用 報名連結 

食物神學(1) ─

─ 文化及無權

者的權力 

李卓舲女士 

（M.Div.） 

2023 年 2 月 3、

10、17、24 日 

逢 週 五 晚 上

7:30-9:30 

400 元正(首 20 名報名

之本堂弟兄姊妹將獲

本堂全費資助。 

https://forms.gle/
3VABLEHdCoi
HxdDX8   

姓名 
副主席 司庫 行政 崇拜 

 

教育 

 

關顧 

 

差傳佈

道 

青少年 

鄭慧芝執事    V  V   

蔡穎鈞執事    V   V  

雷偉勝執事        V 

李婉貞執事  V   V    

莫雪貞執事     V    

黃佩貞執事 V  V      

https://forms.gle/3VABLEHdCoiHxdDX8
https://forms.gle/3VABLEHdCoiHxdDX8
https://forms.gle/3VABLEHdCoiHxdDX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