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題：齊來作枝子

０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六日（將臨期第二週）
主席/領詩： 敬拜隊
施

講

員： 蕭家樂傳道

餐： 林廣乾牧師

司

琴： 敬拜隊

音

響： 區偉明弟兄

1 獻唱【暗夜漫長】詞:Carol Christopher Drake, alt. 曲:Danta De：Hymns to God, Ancient and Modern

詩

班

粵詞：劉永生【版權屬浩聲讚祂詠團 所有】

暗夜漫長途窮路絕 道理閉塞 半步難越
哀哉 世道淪陷 忠信沒落 悲憤已深
況遇迷離 從何閱讀 義理既釋 惡為何持續
一心盼望和平 周遭論斷 嘆真假難定
理論圓融 玲瓏砭鍼 敘說信心 盼望 愛心
不比磊落言行 恩主垂憐 望救恩臨近
聖道下凡除邪滅罪 受創捨身 去掉疑懼
高超奧妙奇特 恩典無垠 永不竭衰 從此永世光
2 燃點燭光 【以賽亞書九章 3-5 節】------------------------------

敬 拜 隊

你使這國民繁多，加增他們的喜樂；他們在你面前歡喜，好像收割的歡
喜，像人分擄物那樣的快樂。因為他們所負的重軛和肩頭上的杖，並欺
壓他們人的棍，你都已經折斷，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樣。戰士在亂殺之
間所穿戴的盔甲，並那滾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為可燒的，當作火柴。
3 宣召【提摩太前書一章 17 節】（眾立） ------------------------------- 敬 拜 隊
但願尊貴、榮耀歸於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一的神，
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4 頌唱【君王就在這裡】詞/曲：曾祥怡【版權屬 讚美之泉

所有】

-------------------- 敬 拜 隊

聖潔耶穌 祢寶座在這裡 哈利路亞 祢榮耀在這裡
君王就在這裡 我們歡然獻祭 擁戴祢為王 榮耀都歸於祢
君王就在這裡 大能彰顯這地 和散那歸於至高神主耶穌
更多更多來高舉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呼喊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承認祢是主 直到那日 我再見祢的面
5 祈禱 --------------------------------------------------------------------------- 敬 拜 隊

6 頌唱【保惠師】 詞/曲：吳秉堅【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所有】

------------- 敬 拜 隊

一. 保惠師請進入我心 讓祢以恩光照亮
若有半點的黑暗 暗在我心中逗留 求祢赦我罪尤
二. 保惠師請充滿我心 願祢更解開祢話
助我敞開心中竅 教導我曉得真理 願我心中緊記
三. 保惠師請充滿我心 讓祢去安撫勉勵
若有發酸的身軀 無力再走今世路程 讓我靠祢誇勝
四. 保惠師請充滿我心 讓我倆今天上路
靜聽細小的聲音 引導我選應走方向 未怕風急路長
頌唱【盼望在乎祢】詞、曲：鄧淑儀 Yvonne Tang【版權屬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所有】
祢是我的主 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 縱使孤單疲乏困倦 祢總會在我身旁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從祂而來 惟獨主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是我高台 讓我不致動搖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從祂而來 惟獨主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是我高台 讓我不致動搖 盼望在乎祢
7 讀經【路加福音二章 25-35 節】-----------------------------------

敬 拜 隊

25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
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26他得了聖靈的啓示，知道自己
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27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正
遇見耶穌的父母抱着孩子進來，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28西面就用手接
過他來，稱頌神說：29「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30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31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32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33孩子的父母因這論
耶穌的話就希奇。34-35西面給他們祝福，又對孩子的母親馬利亞說：
「這
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又要作毀謗的
話柄，叫許多人心裏的意念顯露出來；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8 講道【外邦人和以色列的安慰者】------------------------------- 蕭家樂傳道
9 認信、聖餐 --------------------------------------------------------------- 林廣乾牧師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
的兒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
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
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
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0 回應詩【手中的福音】詞、曲：張威麟【版權屬 Milk&Honey Worship 所有】-----------

敬 拜 隊

一． 這邊廂芳香的酒金錶玉縷 在那一邊躺於街角不罕有
期望均等 艱辛會戰勝厄運 制度卻沒法許可這公允
二． 一雙雙抵抗的手握緊拳頭 面對困境一天天逐漸消瘦
期待真理始終會勝過荒謬 渴望正義會安撫這傷口
三． 粉飾的安穩怎會得享永久 被壓迫的最終要獲自由
祈願天國今天會透過你共我 降落世上叫全人類也看見出口
副歌：憐憫的體恤各方的需要 如同主看顧 關注患難遺孤
垂憐無辜 慰解受傷者痛苦 無畏的擔當弱者的肩膊
無負恩典付託 不理會危牆高 仍然祈禱 要將福音於手裡宣告
11 奉獻禱告 -------------------------------------------------------------

敬 拜 隊

12 讚美詩

敬 拜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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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Thomas Ken 曲: Genevan Psalter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3 祝福 -------------------------------------------------------------- 林廣乾牧師

彼 此 勉 勵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
曲詞：劉頌賢 Alex【版權屬 Milk & Honey Worship 所有】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 從末世仰望祢 必有迴響
請讓我看見 心力全然奉獻 能在這荒土忠心作戰 全是祢恩典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 從末世仰望祢 求被祢差遣
願我們興起 國度榮耀屬祢 主光芒今統領這地 合一歸祢

＊＊ 家事報告及感恩代禱事項，請參閱程序表內容 ＊＊

家事分享

2020 年 12 月 6 日

1. 由於現時政府已取消了宗教活動豁免，由 12 月 2 日起 ，教會已作出以下
安排：
(1) 主日崇拜及聖餐 以網上直播方式進行 ，請弟兄姊妹準時參與（預早
15 分鐘安靜心靈）
，一起同心敬拜主。 網上連結於 9:30 發放 。
(2) 各級主日學、團契及小組等暫停實體聚會（各導師及團契職員可自行決
定是否以視像形式進行）
。
(3) 週三晚及週四早上之祈禱會 改為主日崇拜後 以小組視像的方式進行
（參與肢體需預先報名，可直接在白田廣播回覆，屆時會聯絡大家）
。
面對嚴峻的疫情，懇求主保守大家，能有健壯的身體，時刻經歷主所賜出
人意外的平安。盼疫情早日過去，讓我們也常在禱告中彼此記念！
2. 由上週起連續四個星期是將臨期，讓我們預備好心靈，一同去記念主的降
生，並緊靠主，與主同行。
3. 教會現正安排來年度行事曆，如肢體已計劃婚期，請盡快通知傳道或執事，
以便協調。
4. 今天崇拜後有視像分組祈禱會，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預留時間，一同彼
此代求，互相守望。

代禱事項
1. 近日香港正爆發第四波疫情，除了令人身體受到危害外，亦對經濟造成
嚴重的打擊，不少行業面臨倒閉或栽員潮，面對著嚴峻的挑戰，求主賜
下平安，並將負面影響減至最低。保守各人的心能靠得堅穩，盼主早醫
治這地。
2. 。
3. 近日天氣轉涼，容易令人感冒。求主看顧各人的身體，特別是長者及孩
童，都能夠有足夠抵抗力，不致病倒。
4. 記念眾老師、家長及學生，因為現時不少課堂要以視像進行，無論在課
程準備上、時間的配合，以及學習環境等，都需要花更多的心力。求主
賜聰明智慧，讓同學能更有效地學習。

異 象 宣 言
「我們是一群蒙上帝呼召的僕人，甘心樂意效法
主耶穌基督的榜樣，成為別人的好鄰舍。」

本會各聚會時間表
主日崇拜： 星期日早上十時正

團契聚會

聖餐聚會： 逢每月第一週崇拜中
祈 禱 會： 星期三晚上七時正
星期四早上八時三十分
主 日 學： 長者 -- 星期日早上九時正
兒童 -- 星期日早上十時正
少年 -- 星期日早上十時正
青成 -- 星期日中午十二時正

尼西團 (已婚團)

每月最後一週星期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迦勒團 (就業團)

星期六晚上七時正

大衛團 (青年團)

每月最後一週星期六晚上六時三十分

伊甸團 (青年團)

每月第四週星期日下午二時正

婦女組 (初信或未信婦女) 每月第一、二週星期四
早上十時正

上週各聚會出席情況

團契

上週出席

聚會預告

會員：

77 人 長 青 組：

5人

尼西團：

19 人 29/11

會友：

33 人 少年主日學： 10 人

迦勒團：

7 人 28/11

2人

大衛團：

暫停

待定

青成主日學： 36 人

伊甸團：

暫停

待定

110 人 週三祈禱會： 暫 停

婦女組：

9 人 12/11

待定

新朋友：
合共：

- 人 兒童主日學：

待定
休團 12/12

週四早禱會： 暫 停

每月常費
奉獻目標：
常費奉獻
本月累計：

$ 297,900.00

$ 200,494.17

上週講道資料
講員： 林廣乾牧師
講題： 從不安中瞥見平安
經文： 馬太福音二章 1-23 節

註：常費奉獻戶口：匯豐銀行：『018-9-095441』，或中國銀行：『012-650-1-004350-4』
賬戶名稱：
『白田浸信會有限公司』或 Pak Tin Baptist Church Ltd，
請在存款收據上寫上姓名，然後投入奉獻箱內。
※ 聚會進行時請將手提電話及一切響鬧裝置關掉，以免影響崇拜 ※

下週事奉人員
主席/領詩： 梅嘉君弟兄

講

員： 張偉珍傳道

司

琴： 周楚穎姊妹

音

響： 區偉明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