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樂  

*宣  召 《詩篇》90 篇 1-2 節 

*祈  禱  

 讚美敬拜 

 

 

週六堂 
﹝歡欣﹞ 

﹝歌頌救贖主﹞ 

﹝我已經決定﹞ 

主日早堂 
﹝擁戴我主為王﹞ 

﹝為耶穌而活﹞ 

﹝慈繩愛索﹞ 

主日午堂 

﹝讚美主﹞ 

﹝敬拜上帝﹞ 

﹝最好的福氣﹞ 

 獻   詩#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每月金句 《詩篇》23 篇 6 節 

 讀  經 歷代志上 16 章 31 至 36 節 

 證  道 我們來讚美神 

 回 應  詩 ﹝有福的確據﹞ 

 歡迎與報告  

*三一頌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齊聲讚美父子聖靈，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萬有之源萬福之本。  

*祝  福  

*阿 們 頌 生 #532 

 殿  樂 〈會眾安靜默禱〉 

#主日早午堂/*會眾站立 

年題:「同心頌恩度金禧、更加勉勵耀主名」  
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一日及十二日  

崇拜程序  



2  

 

週六堂唱詩 

【歡欣】詩集：世紀頌讚 306 

 

歡欣，心裡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 

讚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x2）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 

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讚美！ 

【歌頌救贖主】 

詩集：世紀頌讚 295 

 

我要歌頌我救贖主， 

歌頌祂奇妙大愛； 

被釘十架受辱、受苦， 

為要將我贖出來。 

 

我要傳述奇妙經過， 

祂已代贖我罪愆； 

慈愛憐憫，無限廣闊， 

神將我罪盡赦免。 

 

我要讚美我救贖主， 

傳祂得勝大權能， 

勝過罪惡，摧毀陰間， 

勝過罪、死，賜永生。 

 

我要歌頌我救贖主， 

天來妙愛祂賞賜， 

使我重生得享天福， 

與祂同作神後嗣。 

 

【副歌】 

 

歌頌，歌頌我救贖主﹗ 

為救贖我寶血流， 

十字架上擔我刑罰， 

還我罪債使自由。 

【我已經決定】 

詩集：世紀頌讚 350 
 

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x3) 

義無反顧，義無反顧。 

 

縱無人願意，我仍要跟隨。(x3) 

永不倒退，永不倒退。 

 

世界在背後，十架在前頭。(x3) 

永不回頭，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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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早堂唱詩 

【擁戴我主為王】詩集﹕生命聖詩9 
 

擁戴我主為王，聖羔在寶座上，請聽天上歌聲悠揚，樂聲壓倒群響， 

我靈速醒同唱，頌主為我受傷，歡呼祂為至大君王，千秋萬歲無疆。 

 

擁戴我主為王，祂是仁愛之王，祂手祂足肋旁受傷，今仍顯明天上， 

何等奇妙奧祕，發出榮美光芒，天使驚奇不敢仰視，一同俯首頌揚。 

 

擁戴我主為王，祂是和平之王，普天之下戰爭停息，和平統治四方， 

遍地禱頌聲揚，國權萬世永長，美花環繞曾受傷足，朵朵歷久芬芳。 

 

擁戴我主為王，祂是萬世之王，宇宙天體乃主創造，榮美無可比量， 

齊來頌讚救主！祢曾為我受死，讚美之聲永不止息，永遠感恩不已。 

【為耶穌而活】詩集﹕生命聖詩469 
 

為耶穌而活，是生命真義，思想或言行，滿足主心意， 

欣然順服主，憑主旨引領，這樣為主活，是蒙福路程。 

 

為耶穌而活，祂為我受死，背負我罪債，受凌辱唾棄， 

如此大慈愛，感動我歸依，我願獻一切，跟隨主到底。 

 

為耶穌而活，在短暫世間，我心最寶貴主慈愛笑容， 

深願為我主，去尋找迷羊，帶領疲倦者，安息主懷中。 

 

【副歌】 基督耶穌我救主，我獻身心給你； 

    因祢在十字架上，甘願為我捨己； 

    祢是我唯一主宰，我心作祢寶座， 

    從此我要為主而活，主阿，專一為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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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詩班獻詩 

【本月金句】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詩篇23篇6節） 

主日早堂唱詩 

【慈繩愛索】詩集﹕基恩-神大愛，2 
 

來到祢的寶座前，我舉起雙手讚頌， 

祢配得一切榮耀尊貴，祢是王掌管明天。 

來到祢施恩座前，我將我的心奉獻， 

惟獨祢愛我天天不改變，奇妙救主我永屬祢。 

慈繩愛索緊緊牽引我，為我捨身背起我罪， 

護我一生飛奔展翅上騰，在主裡能得安穩。 

我願一生歇力同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 

徬徨人生不擔心，因有祢伴我行，靠著祢能走出黑暗。 

【我的心，你要稱謝耶和華】詩集﹕讚美之泉 03 - 甦醒，40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也可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5  

 

主日午堂唱詩 

【讚美主】版權﹕敬拜Crossover，2 - ACM 

 

歡欣歌聲讚頌響遍四方，歡呼聲充滿各方， 

赦罪救萬人困苦得釋放，全是那奇妙救恩。 

 

祂的恩光今天普照四方，叫世界黑暗變光， 

新的開始有美好的境況，奇妙愛今我頌讚。 

 

讚美主，愛是從來源源不間斷，歌唱到永遠不怕倦未曾停斷； 

讚美主，創造和諧完全的美善，萬物同和應，大地亦高唱， 

讚頌永不止息，願榮耀永屬救主，到萬世。 

【敬拜上帝】詩集：來復興我，2，ACM 

 

來敬拜上帝，來讚美上帝，榮耀至尊彰顯於世間。 

來敬拜頌讚，全聖潔上帝，完備救恩千載到萬世。 

 

萬口讚奇妙，稱頌祢，創造大能遍宇宙穹蒼。 

來敬拜上帝，齊獻上活祭，傳頌我主恩典到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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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午堂唱詩 

回應詩 

【有福的確據】詩集：生命聖詩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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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順服主，快樂無比，天堂的榮耀，顯在我心裡， 

天使帶信息，由天降臨，傳報主憐憫，述說主愛。 

 

完全順服主，萬事安寧，我在救主裡，喜樂滿心懷， 

時刻仰望主，儆醒等待，滿得主恩惠，浸於主愛。 

 

【副歌】 這是我信息，我的詩歌，讚美我救主，晝夜唱和。 

    這是我信息，我的詩歌，讚美我救主，晝夜唱和。  

【最好的福氣】詩集：角聲使團  

 

願我的心讚頌我的主，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 

在祢恩典中，幾多的好處，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 

藏在祢帳幕的隱密處，渴想一心盡力愛主。 

 

也許一生多困苦，被世間撇棄恨惡， 

但祢總看顧，樂意攙扶，愁悶慨嘆變作歡呼！ 

人海中多昏暗迷糊，但我的心始終堅固，投靠祢，便覺恩典豐富。 

 

也許心中感痛悲，甚至失去了力氣， 

讓我抓緊祢，熱暖的手臂，攜著我再振翅高飛！  

人海中雖顛沛流離，但祢應許不捨不棄，  

投靠祢，是最好的福氣！全賴有著祢，才令這生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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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我們來讚美神 

經文：歷代志上 16 章 31 至 36 節 

 

講員：葉希賢博士 

日期： 2023 年 2 月 11 日及 12 日 

證道大綱 

I. 經文內容概覽： 

 

 代上 16:8-36 是歷代志作者把詩篇 105 篇、96 篇和 106 篇編輯而成的詩歌。當

我們把《詩篇》和《歷代志上》對觀來比較時，我們會發現代上 16:8~22 是參照詩

105:1~15 ；代上 16:23~33 就是參考詩篇 96:1~13 ；而代上 16:34~36 就是分別引述詩

篇 106 篇第 1 節和第 47、48 節。不過，在經文編排的次序上，代上 16:8~36 和詩篇

一百零五篇、九十六篇和一百零六篇是有少許的差異。 

 

 

 學者普遍相信《歷代志》是第二聖殿時期，波斯帝國背景下開始成書，所以內

容反映著以色列人被流放在列邦的處境。從了解《歷代志》的成書背景對經文的影

響，及比較代上十六 8~36 與幾篇《詩篇》在經文編排的幾處不同，我們或許能明白

今天講道經文的意思！ 

 

 

II.  主題教訓： 

 

 1. 讚美神是要承認上主永遠的掌權 （31 ～ 32 節） 

 

 2. 讚美神是因為「祂的慈愛永遠長存」，並且我們能經歷神親自回應我們

  的處境（33 ～ 36 節） 

 

 

III. 默想： 

 

 1. 新一年開始的時候，你願意立志復興自己的生命，時刻讚美主嗎？ 

 

 2. 當世事不似我們預期的時候，我們可以怎樣面對？今天的經文在這方面

  給我們怎樣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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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歌】在耶穌裡 

在耶穌裡，我們是好朋友，在耶穌裡，我們是好朋友，

在耶穌裡，我們是好朋友，從今時一直到永久， 

在耶穌裡，我們是好朋友。 

家 事 報 告  

歡迎首次參加本堂聚會的嘉賓，請填寫「新來賓留名表」，以便聯絡！  

* 新刊登/已更新報告之項目 

● 報告事項﹕ 

1)* 呂焯安牧師於 2 月 12 日早上 8:15 及 11:15 在宣道會荔灣堂証道，

 請代禱！ 

 

2)* 2023 年度會友大會將於二月二十六日（主日）下午 2:00 於宣美自

 修中心以實體形式召開， 

 請各會友預留時間參與會議。當日議程包括： 

  (1) 通過 2022 年度工作報告及財政結算。 

  (2) 通過 2023 年度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3) 報告 2022年教會裝修工程進展及支出。 

 

3)* 2 月 13 日自修中心會進行大清潔、打蠟，當天不便借用，敬請留

 意。 

 

4)* 迦勒團契 2 月 16 日與 2 月 23 日下午 2:15 舉行兩個健康講座，題

 目:「高血糖如何影響中風」及「高血脂如何影響中風」，敬請鼓

 勵家中長者踴躍參加，共同守護健康財富。週會由東華學院護理系

 同學負責，提供愛心服務。  

  

5) 栽培部將於 2 月 23 日至 3 月 30 日(共六課，逢星期四晚上

 7:30~9:30) 開辦「門訓二階 S.H.A.P.E.」門徒生命課程。目標以堅

 固門徒屬靈生命，並發掘屬靈恩賜，共建教會。地點﹕教會禮堂；

 內容﹕信息教導、小組討論；對象﹕已受洗 肢體或已完成門訓一

 階學員。歡迎透過所屬牧區報名參加，或可直接向栽培部部長廖柏

 年執事、 副部長黃熙瑜執事或馬姑娘報名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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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顧部恩祐小組於 2 月 18 日 (六) 下午 3:00-4:15 自修中心禮堂設有

 見證分享，分享嘉賓：錢鳳英姊妹(荃浸)，有助病者和家屬了解罹患

 癌症的心路歷程、各種支援。歡迎會眾邀請親友一同參加，報名及查

 詢請聯絡關顧部曾姑娘或孫瑪莉執事。 

 

7) 主日學部將於 2 月 26 日（日）上午 10 時至 11 時，於自修中心舉行主

 日學講座 ——《改寫耶路撒冷歷史的近年十個考古發現》，講員：蔡 

 春曦博士（以斯拉培訓網絡總幹事），費用全免。誠邀各位弟兄姊妹 

 參與。 

 *當日主日學將會停課，請師生到自修中心參加講座 

 

8) 新一期《牧者感言》已放在刊物桌上或可到本堂網頁

 （www.mfac.org.hk）瀏覽，盼望藉分享讓弟兄姊妹認識教會使命和異

 象，並展現在屬靈生命上。 

 

9) 本堂現需聘請幹事一名，以作替補及長期人事之編配，若有肢體有

 志於此職位服侍，全職或半職均可，請與沈永康牧師聯絡，或遞交

 申請，細節如下﹕ 

 聘請教會幹事(行政)—大專或中學畢業，有相關工作經驗，獨立處

 理辦公室行政、文書及排版，熟習電腦及中文打字，溝通聯絡良好，

 周六日當值。鼓勵本堂肢體積極考慮，全職或半職均可，請與沈永

 康牧師聯絡，或以電郵遞交申請至 recruit@mfac.org.hk。 

 請大家代禱記念教會辦公室人事及事務的安排順暢，求主賜福。 

 

10)* 本主日午堂崇拜結束後 10-15 分鐘，請伯特利團及男士小組 

 協助收起本禮堂之椅子，各肢體也可參與，同為宣美家事務盡一分

 力。請協助之肢體以輔助車或抬起椅子搬運，以防擦花地板，並盡量

 將椅子靠兩邊牆身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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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所需奉獻 
本月至 2 月 5 日 

所收奉獻 
尚欠 1 月份奉獻總額 

$660,000 $324,885 $335,115 $512,943.30 

● 肢體消息： 

 

1) 感謝主，本堂會友石海天弟兄與鄧嘉敏姊妹將於 2 月 12 日(日)下午

 3:30 舉行結婚典禮，地點：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九龍窩打老道

 50 號)﹔誠邀眾肢體出席，共證婚盟。婚禮詳情可瀏覽網址：

 https://www.carmensunny12022023.com / 或掃描 QR code。 

上週主日學出席人數 

青成 初中 高中 Awana 童心 

42 7 3 70 4 

上週崇拜聚會出席人數 

週六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MIF 

52 94 158 18 

本週祈禱會 

週三 週四 

11 6 

2) 感謝主，本堂會友袁健鴻弟兄與鍾彤昕姊妹將於 2 月 18 日(六)舉行

結婚典禮，願主賜福，並願主藉這新家庭得著榮耀。 

 

 



崇 拜 事 奉 人 員  

  週六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講員 葉希賢博士 

講題 
經文 

我們來讚美神 
歷代志上 16 章 31 至 36 節 

主席 
領詩 

張家達弟兄 
何意華姊妹 

林國雄弟兄 
劉冠生執事 

鄺正煒執事 

司琴 趙子傑弟兄 黃兆怡姊妹 
歐陽家琳姊妹 
歐陽家恩姊妹 

音響 吳華添弟兄 李祥春弟兄 
翁樹人弟兄 
嚴振添弟兄 

司事 楊學鯤弟兄 劉秀琼姊妹 
陳麗芬姊妹 
陳雲玉姊妹 

值日 王志豪執事 張慧怡執事 黃天厚執事 

關顧 邢麗華姊妹 
王熙誼姊妹 
余錦娥姊妹 

何順珍姊妹、鄞燕玲執事 
鍾秀蓮姊妹 

獻花/插花 阮幼蘭姊妹、楊睿智弟兄/李健恩姊妹 

  下週六堂 下主日早堂 下主日午堂 

講員 麥永成牧師 

講題 
經文 

耶穌受試探 
馬太福音 4 章 1-11 節 

主席 
領詩 

王志豪執事 
羅啟宗弟兄 

陸家樑弟兄 
何意華姊妹 TIMOS 

司琴 林靖恩姊妹 甘晨慧姊妹 TIMOS 

音響 高錦泉弟兄 吳華添弟兄 TIMOS 

司事 葉詩勵姊妹 
黃超賢弟兄 
徐玉琼姊妹 

張月華姊妹 
郁玉萍姊妹 

值日 孫瑪莉執事 鄺恩衍執事 廖柏年執事 

關顧 陳曼芬姊妹 
張少華姊妹 
彭鑑冰姊妹 

趙淑麗姊妹、胡李蘭姊妹 
李詠君姊妹 

獻花/插花 阮幼蘭姊妹/鄭慧賢姊妹 

宣 道 會 美 孚 堂  
顧問牧師：呂焯安牧師  (9801 5672)       幹事：林瑞玉姊妹(27447108)、譚家寶姊妹(2744 7178) 

代堂主任：沈永康牧師  (9095 5751)       shum@mfac.org.hk  

副堂主任：鄭小媚牧師  (9610 3216)       emilycheng@mfac.org.hk   

教牧同工：馬碧鳳姑娘  (9011 6166)       phoebema@mfac.org.hk  

                莫鎮洋先生  (9551 8402)       olivermok@mfac.org.hk  

                曾珮珊姑娘  (9316 8180)       pattsang@mfac.org.hk  

部份時間：麥永成牧師 (9083 8536)         crusoemak@mfac.org.hk  

本地印尼事工： Ms. Erita                         erita@mfa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