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錫安傳道會慈雲山錫安堂 
   二零一九年一月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早堂 9:30 - 11:00 午堂 11:30 - 1:00 

講   員：黃嘉儒傳道 

主   席：李志輝弟兄 

祝禱/ 報告：林惠娟傳道 

司   琴：李儉汶姊妹 

值   理：陶喜民弟兄 

司   事：甘建永弟兄、梁惠玲姊妹 

招   待：許燕心姊妹、曾鳳鳴姊妹 

音   響：黃就能弟兄 

投   影：關永基弟兄 

 

翁燕光弟兄 

黃昭杰傳道 

陳敬顯弟兄 

黃汶興弟兄 

黃汶興弟兄、董惠儀姊妹 

李子諾弟兄、郭文忻姊妹 

方潤餘弟兄 

王卓健弟兄 

序    樂  眾坐 

宣    召 詩篇一百一十三篇 1 – 4 節 眾立 

讚    美 頌讚全能上帝/ 

主是安息港/ 唯有耶穌 

這世代/ 聖法蘭西斯禱文/ 

寶貴十架 

眾立 

認    信 尼西亞信經（公元 381 年延長版） 眾立 

教會主題 時代子民 與神同行；主題經文：馬太福音五章 13～16 節 眾立 

見證時間 

讀    經 

           / 

瑪拉基書一章 2 – 5 節 

眾坐 

眾坐 

證    道 我何止曾愛你們 眾坐 

回應詩歌 唯有耶穌   寶貴十架 眾坐 

奉    獻 詩篇二十篇 1 – 4 節 眾坐 

祝    禱  眾立 

頌 讚 神 讚美一神 眾立 

家事分享  眾坐 

殿    樂  眾坐 

尼西亞信經（公元 381 年延長版） 

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並造有形無形的萬物的主。我信獨一主耶穌基督，上帝

的獨生子，在萬世之前，為父所生的，從神出來的神，從光出來的光，從真神出來的真神，受生

的，不是被造的，與父一體的；萬物都是藉著主受造的。主為要拯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由聖

靈感孕童貞女馬利亞，取著肉身，並成為人，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十字架；被害，埋葬；

照聖經第三日復活，升天，坐在父的右邊；將來必有大榮耀，再降臨，審判活人死人。祂的國無

窮無盡。我信聖靈，為主，並賜生命的根源，從父藉子出來的，與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榮，曾

藉著先知傳言。我信唯一聖而公之教會，眾使徒所傳者。我認為赦罪設立的獨一洗禮。我指望死

人復活，並來世的生命。阿們。 



頌讚全能上帝 

清風輕吹天空掛著耀眼太陽， 

山嶺滄海屈膝俯拜大地發響； 

遍地鳥語花香，蝶起舞舞影雙雙。 

看著細想，從內裡欣賞。 

心中感恩不止息，全地和應頌揚， 

凡有氣息歡呼拍掌！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 

是你恩手創造掌管一切。 

漫天星宿是你作為，不可猜測估計， 

神獨有智慧要彰顯萬世。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 

萬有諸天說述你的恩惠。 

地與深海同拍和，山嶺吶喊呼應， 

神大愛共永，地與天同共證。 

主是安息港 

心渴慕恩主現臨到我， 

就讓神恩典可充滿我， 

軟弱絕望是我主給我力跨過。 

心渴慕恩主現懷抱我， 

眼淚神擔當不再負荷， 

感激主你接納愛惜我。 

在主裡是安息海港，攔阻暴風急雨降， 

讓我風雨裡能享心裡平安。 

是主你像漆黑星光，能照亮我心， 

指引在午夜前航。 

唯有耶穌 

耶穌你能使瞎眼看見， 

耶穌你能醫治傷心人； 

耶穌你有權柄釋放，叫不可能變為可能。 

唯有耶穌掌管天地萬有， 

唯有耶穌能使水變成酒。 

叫狂風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蹟， 

耶穌無人與你相比。 

讚美一神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天下生靈， 

都當頌言，天上萬軍，也讚主名， 

同心讚美，父子聖靈，阿們。 

這世代 

看哪，猶大獅子已得勝， 

眾聖徒預備朝見祂， 

少年人看異象，老年人要作異夢， 

因為神的復興將來到， 

聽到錫安的號角響起， 

萬國萬民都要顫抖， 

耶和華日子將到，光明將除去黑暗， 

因為神的復興將來到， 

我們要看到神的榮耀， 

這世代，我們用敬拜爭戰， 

我們用禱告改變世界， 

這世代，聖靈要更新澆灌我們， 

這世代，是耶穌時代。 

聖法蘭西斯禱文 

1.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祢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祢寛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副歌：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 

      但求安慰人；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 

      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2.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絕望之處播下祢盼望； 

  在幽暗之處播下祢光明，在憂愁之處播下歡愉。 

 （副歌） 

3.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 

  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我們便 

  進入永生。 

寶貴十架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身體， 

為我而捨。帶我出黑暗， 

進入光明國度，使我再次能看見。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寶血， 

為我而流。寶貴十架上， 

醫治恩典湧流，使我完全得自由。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 

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約， 

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家事分享 （粗體字為新增或修訂消息） 

1. 本週三下午的同工祈禱會，將提名為右列肢體代禱：陳達明、陳卓林、陳耀能、陳子
丞、歐玉冰、區連卿、陳七、陳靜珠。這些或其他弟兄姊妹如有代禱事項，請在招待
桌取「代禱紙」填寫，並把「代禱紙」直接交予同工。 

2. 請已報名出席「事奉人員分享會」的肢體，今主日下午 1-3 時於錫安參與聚會，內
容有：信息、分享及午膳，並鼓勵自備餐具，午膳費為每人$20；查詢：陶喜民執事、
黃振威執事。 

3. 2019 年 2-4 月的主日崇拜司職表可在招待桌取影印本，或以 QR code 閱讀崇拜司
職表。如未能按編排日期參與事奉的肢體，請先自行調動，並在教會佈告板的司職
表上作修改，或通知傳道同工。 

4. 本會的基督少年軍主日將於明年 1 月 20 日假協和書院禮堂舉行，當天為合堂崇拜，
並於上午 10:30 開始，敬請弟兄姊妹當天按時前往協和書院禮堂，惟當天童心聚會
暫停一週。 

5. 惜物大笪地將於 1 月 27 日舉行，目的是提供一個送贈和領取物品的平台，讓有價
值的物品尋找「新主人」，詳情及查詢：歡迎聯络負責的冼偉賢或黄美妹姊妹。 

送贈方式 可於 1 月 27 日把帶來物品放在休閒閣指定範圍。 

取用方式 歡迎所有弟兄姊妹自備環保袋，於崇拜後取用合適物品，並承諾做個
「好主人」。 

物品類別 家庭用品/廚房用品、小型電器、書籍（烹飪書、生活實用書籍等)、
袋（背囊、手袋、旅行袋等)、文具用品、精品禮物、玩具/圖書、已
清潔的毛公仔、食物（必須是未開封，未過食用期)，不建議衫及鞋
類。所有物品必須全新或八成新，不接受已損壞或損破的物品。 

剩餘物品 請主人於 1 月 27 日自行取回，或交由負責肢體（冼偉賢或黄美妹）
處理。 

6. 神學生江德陽弟兄於本會實習於 12 月底完成，感謝他在過去一年在少年組及基督
少年軍中級組忠心和愛心的服侍，願神賜福他未來的學習與前路。 

7. 本月對外奉獻是建道神學院，可在奉獻表「神學院」欄內剔「轉交當月神學院」。 

8. 上主日崇拜人數：早堂崇拜：51 人    午堂崇拜：33 人   兒童崇拜：６人 

代禱事項 （粗體字為新增或修訂消息） 

1. 本周生日之星有韓俊賢，願恩惠、平安因你認識神和我們主耶穌基督多多的加給你
們 (彼後 1:2)。 

2. 記念李遠嫦姊妹的腰部傷患，求天父賜予屬天平安，使姊妹靜心休息，等候康復。 

3. 為將要應考 DSE 的青年肢體禱告，當中有教友子弟及 BB 隊員，包括：陳子丞、劉
焌洋、蔡倩雯、蔡紀雯、麥穎希、王卓健。 

4. 記念今午「事奉人員分享會」，求主使用分享會，讓各事奉人員有美好的分享和交流。 

5. 為冬季流感高風期的情況禱告，求主保守本港醫療系統的應對，讓醫生有智慧地用
藥和病房資源，加添力量給各醫護人員，並讓廣大市民提高防感染意識。 

6. 感恩家會、平安夜培靈會、少年組及基督少年軍聖誕露營順利完成，各人得到造就。 



早午堂崇拜司職編排  

 講員 主席 值理 司琴 司事 招待 音響 投影 獻花 備註 

13/1 
吳嘉輝 

傳道 

早

堂 
嚴德亮 陶喜民 鄧寶珠 

梁志歡 

吳素真 

林蔡興 

梁美鳳 
劉君明 羅卓軒 

何寶琼  
午

堂 
方潤餘 鄧英偉 敬拜隊 

林銘輝 

王德勝 

吳嘉敏 

王卓健 
丁培基 黃汶興 

20/1 
翁許敬端 

師母 

合

堂 
BB 導師 甘建永 BB 導師 

鄺永樂 

麥笑芳 

黃美妹 

林大衞 

盧美英 

吳小梅 

關永基 梁璟彤 衛汶軒 
基督少年軍

主日 

童心聚會(兒童崇拜)司職編排  

 兒崇信息 詩歌/遊戲 值理 備註 

13/1 麥笑芳 蔡耀輝/ 黃卓妍/ 謝寧生 關美梨  

20/1 基督少年軍主日，童心聚會暫停一週。 

講題及經文預告 

日期 講題 經文 

13/1 純粹的信仰 路加福音 九章 28 – 36 節 

20/1 奇妙十字架 
約翰福音一章 12 節, 十章 28 節, 十四章 6 節；  

啟示錄 二十章 10, 13-15 節 

教會近期聚會及會議 (６/1 – 19/1/2019)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6 事奉人員 

分享會 

7  8 

 

 9 

 

同工祈禱會 

支青弟兄組 

10 

 

 11 基督少年軍 

 

12 以諾團 

13 少年組 

 

14  15  16 同工祈禱會 

支青組 

17  18 基督少年軍 19 唯祂命團 

本堂地址：九龍慈雲山慈民邨民健樓地下 B 及 C 翼  電話：2324 0345 

電郵地址：cezionhk@cezionhk.org  教會網頁：www.cezionhk.org 

支票奉獻請劃線,抬頭：中華錫安傳道會有限公司 或 Chinese Evangelical Zion Church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