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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題：齊來作枝子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三日（將臨期第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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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燃點燭光 【以賽亞書九章 6 節】--------------------------------------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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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盼【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曲詞：劉頌賢 Alex【版權屬 Milk & Honey Worship 所有】
光除掉黑暗 但亂世裡充斥了頹垣敗瓦 祢可否聽到我呼喊
祢榮耀降臨 號召祢的子女同負十架 角聲在全地奏響
萬世君王 從黑暗世代裡 綻放出光芒 覆蓋這地方 被擄得釋放
瞎眼今得看見 願我心更新意念 聽見祢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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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詩篇 150 篇 1-2 節】（眾立） ------------------------------主
席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神的聖所讚美他，在他顯能力的穹蒼讚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為讚美他，按着他極美的大德讚美他。
3 頌唱【讓讚美飛揚】詞、曲: 陳學明、洪啟元、游智婷【版權屬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所有】--- 主
席
在這美麗的時刻 我們相聚在一起 神的愛擁抱著我們
神的靈充滿這地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 當讚美進入祂的院
擊鼓跳舞揚聲歡呼 凡有氣息都要讚美祂
讓讚美從四處響起 讓音符在空中飛舞 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
讓讚美從四處響起 讓音符在空中飛舞 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
4 祈禱 --------------------------------------------------------------------------- 主

席

5 頌唱【在這裡】 詞/曲：曾祥怡【版權屬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所有】------------------- 主
席
神的子民合一聚集 熱切期盼遇見祢
天要敞開 神的道傳遍 因為我們渴慕尋求祢
在這裡 在這裡 耶穌祢現在在這裡 我相信 我相信
喜樂的江河在這裡 榮耀彰顯 奇妙神蹟將顯明 天上國度降臨在這裡
祢的靈在這裡 這裡就有自由 聖靈自由運行無止盡
移山倒海信心 堅定不斷升起 期待偉大神做奇妙事

頌唱【傾出愛】詞、曲:盛曉玫 粵詞:Simon Chung 【原曲:活出愛 版權屬 泥土音樂 所有】
無窮大愛 於天上來 多廣闊 就如海 難盛載 難測透 不可理解
完全是祢 與我共行 將心獻 沒離開 來活過 願以畢生 傾出愛
基督深恩激發我 今一生得釋放 如今可給世界獻祝福
基督深恩光照我 心熾熱在蔓延 你我一起 同心獻 傾出愛
6 讀經【路加福音一章 67-80 節】------------------------------ 主
席
67 他父親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了，就預言說：68「主 — 以色列的
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他的百姓，為他們施行救贖。69 在他僕
人大衞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70 正如主藉着從創世以來聖
先知的口所說的話。71 拯救我們脫離仇敵和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
72 向我們列祖施憐憫，記念他的聖約 —，73 就是他對我們祖宗亞
伯拉罕所起的誓 —，74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75 就可以
終身在他面前，坦然無懼地用聖潔、公義事奉他。76 孩子啊！你要
稱為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77 叫
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
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
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80 那孩子漸漸長大，心靈強健，住在曠野，
直到他顯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7 講道【稱頌神的作為】------------------------------------------- 張偉珍傳道
8 回應詩【信心的等待】詞/曲：陳玉彬【版權屬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所有】------------- 主
席
明天怎麼你還是不知道 越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 人生就像一片雲霧
出現少時就不見到 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
在這幽谷之中我宣告 不必怕因有祢同在
別人笑我為甚麼等待 因我知道盼望因祢而來
耶穌捉緊我雙手 有祢的恩典我便足夠 讓我可清心見祢面
使我必得見光 耶穌捉緊我雙手 仰望那財寶在天上
愛慕神的 抱著平安 感謝祢為我所編寫的一切
9 奉獻禱告 -------------------------------------------------------------

主

席

10 家事分享 ----------------------------------------------------------------- 林廣乾牧師
11 讚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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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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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關肢體消息及感恩代禱事項，請參閱程序表內容 ＊＊

家事分享

2020 年 1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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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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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肢體請直接以手機在白田廣播 whatsapp 回覆，屆時會聯絡大家）
。
下週是將臨期第四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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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回顧感恩會，將於恢復實體崇拜後一至兩個主日後舉行，請弟兄姊
妹預留時間，一同獻上感恩的祭。
浸禮班將於明年一月開課，有意考慮申請 2021 年度浸禮及轉會的弟兄姊
妹，請向林牧師報名（報名者需於本會恆常出席崇拜聚會半年或以上）。
財務部現進行年度結算，請各團部於 1 月 3 日前向財務部支取本年度之賬
項，否則該項支出將撥入來年度之賬項。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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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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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主得堅穩，盼主早醫治這地，讓我們也常在禱告
中彼此記念！

2.

。

3.

記念中心青少年人一同籌備聖誕直播晚會，求主祝福過程暢順，預備參加
者的心靈。

4.

記念中心同工製作聖誕短片，讓中心會員在家中也能歡度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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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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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聚會

每月常費
奉獻目標：
常費奉獻
本月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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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崇拜

尼西團 (已婚團)

團契

上週出席

聚會預告

長 青 組： 暫 停

尼西團：

暫停

待定

少年主日學： 暫 停

迦勒團：

暫停

12 月 聚 會 取 消

兒童主日學： 暫 停

大衛團：

暫停

暫停

週三祈禱會： 暫 停

伊甸團：

暫停

暫停

主日祈禱會： 15 人

婦女組：

暫停

暫停

上週講道資料
$ 297,900.00

講員： 蕭家樂傳道
講題： 外邦人和以色列的安慰者

$

25,500.00

經文： 路加福音二章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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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廣乾牧師

講

員： 蕭家樂傳道

司

琴： 廖淑美姊妹

音

響： 區偉明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