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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會 
 

聖餐主日敬拜程序表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上午十時正 

************************************* 
【關係進深  服侍鄰舍】 

************************************* 
   

************************************************************************** 

－進入聖殿請安靜默想－ 

敬拜時間請關掉手提電話及各樣響鬧裝置 
 
**************************************************************************  
主席： 莊興培弟兄 主領執事：王王珏姊妹、胡蔡慧玲姊妹、周胡淑至姊妹 
講員： 袁海生牧師 司事：第一組   司事組長：林君熒姊妹 
領唱： 謝黎錦莊姊妹 1  胡佩芳姊妹 6  羅玉蓮姊妹 
詩班： 亞薩詩班 2  譚桂芳姊妹 7  關信基弟兄 

指揮： 葉穎琪姊妹 3  -- 8  關林美珍姊妹 
鋼琴： 馮林洪恩姊妹 4  陳錦霞姊妹 9  林紹勇弟兄 
風琴： 鍾羅雅麗姊妹 5  陳錦賢姊妹 10 李兆賢弟兄  

※  敬拜程序 ※  
進入上帝的殿   
著   往 …………………………（主禮人進堂）………………………… 肅    立 
始禮聖頌 ………………………………《主在聖殿中》……………………………… 默    禱 
祈  禱 ………………………………………………………………… 莊興培弟兄 
同誦經文 ………………………………………………………………… 莊興培弟兄/會眾同誦 

「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誠意事奉祂，除掉你們列祖在大
河那邊和在埃及事奉的神明，事奉耶和華。若你們認為事奉耶和
華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
事奉的神明，或是你們所住這地亞摩利人的神明呢？至於我和我
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約書亞記二十四14-15 

顧問牧師：梁仲堯牧師                           堂主任：丘宏盛傳道 

電話：2712-5125                    電子郵件：hkccchmt@hkccc.org.hk 

會址：九龍何文田常和街二號                教會網頁：www.hkcc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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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上帝的名   
頌   讚 ………………………………………………………………… 謝黎錦莊姊妹/會眾 

 (一) 聯會詩集 I 第 37 首 《盡心盡性讚美衪》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用詩歌來讚美祂；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讚美祂。 
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祂配受極大讚美； 
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我要盡力來讚美祂。 

 (二) 《神我屬祢》 
完美是神 而我是人 何以主會 從天降臨  
污穢中找尋 失喪的靈魂 拭乾淚印  
更為這罪人 掛十架毅然喪生 
 
誰會像祢 寧願捨棄 永活國度裡的一切美 
無言歷盡生死 神我屬祢 一生屬祢 
在祢同在裡 我心只想讚美 
 
世上無論哪種愛 也沒能及祢的愛  
晝夜隨著我 似海水覆蓋 時刻夢寐期待 
告別流浪與飄泊 如若祢許可 
唯願一生一世 也住祢居所 
 
神我屬祢 神我屬祢 神我屬祢 
能有著祢 何等福氣 這十架是我 新生印記 
永遠與祢一起 神我屬祢 一生屬祢  
在祢同在裡 我心只想讚美 
(在祢榮耀裡 如天軍般讚美) 

曲：jxck  詞：三吉  版權屬 RedSea Music 所有 

 (三) 《我們呼求》 
共聚這刻渴望尋見祢，心切切呼求我主。 
離開一生所有的惡行，一心單單跟我主。 
願屬祢的子民百姓，也滿有主祢的心。 
回轉單單歸向主父神，全城來復興。  

副歌：齊心的呼叫阿爸父，在這裡願同遇見主； 
祢已看見也定然聽見，祈求父你恩典。 
同心一起到祢跟前，全因祢是榮耀救主； 
全城跪拜盼望齊興起，一起禱告祢。 

曲：曾祥怡   詞：游智婷   版權屬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所有 

認  信 ……………………………………………………… 袁海生牧師/會眾 
1. 我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神，創造天地的主。 
2. 我信全部聖經六十六卷都是神所默示的。 
3. 我信聖子耶穌基督因聖靈的大能，藉童女馬利亞降生， 

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 
4. 我信主耶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十字架死，埋葬，第三日復活，

後升天坐於真神聖父全能者的右邊，作我們的大祭司及中保。 
5. 我信主耶穌還要再來提接信眾建立千禧年國度。 
6. 我信人類已完全墮落。 
7. 我信救贖惟靠救主耶穌基督。 
8. 我信罪人因信稱義，罪得赦免，救恩惟由恩及信。 
9. 我信得救的人身體復活被提，且得永生，不信主耶穌者，卻受永刑。 
10. 我信聖靈保惠師，安慰，引導及教訓。 
11. 我信教會乃神的家，主耶穌基督是教會的元首。 
12. 我信聖而公的教會，信徒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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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上帝的家   
歡    迎 ………………………………………………………………… 丘宏盛傳道 
代    求 ………………………………………………………………… 丘宏盛傳道  
聆聽上帝的話   
歌  頌 ………………………………………………《觀看宇宙》……………………………………………… 亞 薩 詩 班 

1. 地與青天，無限色彩璀璨！凝望四方環宇令我驚歎！ 
萬里江山，無盡珍貴妙奇，每一刻皆可親見主匠心！ 
 

2. 萬計花果，濃淡香氛飄送，雷、電、雨、霜，明朗日照交替， 
近遠山丘，繁茂蒼翠樹林，地與天一色；山與海融合！ 
 

3. 潤暖春天，禾稻豐收秋季，炎夏冷冬時歲運轉不息。 
萬有生機，按主旨意循環，每一天彰顯祂乃生命主！ 
 

4. 願我此刻，明白蒼生可貴！無限愛恩，明證上帝關心！ 
願作管家，愛惜一切創造，全地與空中所有皆屬主。 
 

副歌：來同唱頌讚因祂手創造，萬有讚頌感祂恩無限， 
星辰唱和同證天賜真福，一切，天父賜！ 

曲：John Rutter   詞：劉永生   版權屬 浩聲讚祂詠團 

讀  經 ………………………………………………………… 莊興培弟兄 
馬太福音六11，路加福音十一3，馬太福音十六24，路加福音九23 

講  道 ……………………………………【從馬太與路加來的信息】……………………………………… 袁海生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回應祈禱 ………………………………………………………………… 李健文弟兄 
唱    詩 ………………………聯會詩集I 第167首《願事奉耶和華我神》……………………… 謝黎錦莊姊妹/會眾 

願事奉耶和華我神，撇下世上所有， 
願事奉耶和華我神，撇下世上所有， 
回應主的愛，十架大愛傾出寶血， 
耶穌無盡愛犧牲，願獻生命活祭事奉我主， 
願事奉耶和華我神，撇下世上所有， 
願事奉耶和華我神，我樂意付上一切。 

感恩獻金 ………………………………………………………………… 會    眾 
獻 金 頌 ………………………………………………………………… 會    眾  
同領上帝的恩   
聖  餐 ………………………………………………………………… 袁海生牧師 
唱  詩 …………………………………生命聖詩 第215首《教會獨一的根基》………………………………… 袁海生牧師/會眾 

1. 教會獨一的根基，是主耶穌基督，她是主的新創作，從水與道而出， 
主從天上來尋她，作主聖潔新婦，甘願流自己寶血，捨身將她買贖。 

2. 教會雖召自萬邦，信徒卻成一體，同有救恩的憑證，一主一信一洗， 
同尊獨一的聖名，同享唯一天糧，同懷專一的盼望，同蒙恩愛無量。 

3. 教會歷盡了苦難，世人譏笑毀謗，內爭分裂她身體，異端叛道中傷， 
聖徒儆醒爭相問，黑夜到底多長？哭泣將變為歌唱，轉眼即見晨光。 

4. 教會在地卻聯合，真神三位一體，已享安息的聖徒，奧祕甜蜜團契； 
懇求主賜恩我們，能像快樂聖徒，同樣溫柔且謙虛，與主天上居住。 

讀  經 ………………………………希伯來書十三20-21………………………………… 袁海生牧師 
祝  聖 ………………………………………………………………… 袁海生牧師 
遞 聖 餐 ………………………………………………………………… 袁海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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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禮執事： 1. 何兆泰弟兄 6. 麥偉權弟兄  
 2. 莊興培弟兄 7. 王王珏姊妹  
 3. 莊汶鋒弟兄 8. 潘嘉玲姊妹  
 4. 李榮初弟兄 9. 周胡淑至姊妹  
 5. 周家俊弟兄 10. 胡蔡慧玲姊妹   

接受上帝的差遣   
讚 美 詩 ………………………………………………………………… 袁海生牧師/會眾肅立 
主 禱 文 ………………………………………………………………… 袁海生牧師/會眾同誦 
祝  福 ………………………………………………………………… 袁海生牧師 
阿 們 頌 ………………………………………………………………… 袁海生牧師/會眾 
飭    歸 …………………………（主禮人先退）………………………… 袁海生牧師/會眾肅立 
禱告服侍 …………………………………………………… 黃信君傳道  

證道大綱 
講員：袁海生牧師（延福基金會總幹事） 

講題：【從馬太與路加來的信息】 

經文：馬太福音六 11；路加福音十一 3； 

馬太福音十六 24；路加福音九 23 

主題：神藉福音書的作者提醒信徒應如何看重自己的身份及見證，也同
時要留心我們的使命，以能活出天國子民的生活。 

大綱：一、  引言 

二、 本論：1.  從馬太來的信息 

(1)  天國已經降臨 
(2)  天國子民應有的生活見證 

Hans Kung：聖潔性；合一性 
2. 從路加來的信息 

(1)  就定意按次序寫给你 

(2)  信徒有責任把所成就的事傳出去 

Hans Kung：使徒性；大公性 

三、 結語   
**************************************************************  

肢體消息 
1. 本會會友蕭陳楚卿姊妹日前主懷安息，安息禮拜現正籌備中，請在

禱告中記念，求主安慰其家人。 
2. 本會前執事彭要彩姊妹日前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將於 1 月 12 日（禮

拜四）晚上 8 時假萬國殯儀館地下孝思堂舉行，翌日上午舉行出殯
禮。請在禱告中記念，求主安慰其家人。  

禱告欄 
1. 為 2023 年度新一屆的執事及各單位、各區的事奉人員禱告，求神

讓他們能忠於主所託。 
2. 為本會 2023 年主題：「關係進深 服侍鄰舍」代禱，求神讓我們能

將主題的內容落實與實踐。 
3. 為未來一年的佈道與初信栽培工作代禱，求神讓我們能多作生命建

立的工作。 
4. 求主保守香港的經濟、民生、人權、法治等發展，都合乎主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