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題：齊來作枝子

０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將臨期第四週）
主席/領詩： 林廣乾牧師

講

員： 蕭家樂傳道

司
音

琴： 廖淑美姊妹
響： 區偉明弟兄

1 獻唱【我確信】詞:Don Besig, Nancy Price 曲:Don Besig 譯:區美賢 ------------------------ 詩

班

【版權屬 中華基督教會崇拜音樂學院 所有】

我確信主垂聽我每一次禱告祈求 祂聽我傾訴
我確信主與我每天一起走人生路 常在我身旁
祂平靜憂傷心靈 賜力量 使我完全
我確信 當我跌倒 走迷路 我主必作引導
我信靠主 憑信得生 今獻我生事奉救贖主
同唱樂歌 感恩讚美 分享盼望 並我所信一切真理
我確信 蒙主呼召將真光帶給世界 讓世人看見
我確信 蒙主呼召分享聖道的應許 人需要福音
效法主生命樣式 以愛心安慰 寬恕
我確信當分享生活見證 必見主愛 主恩
我信靠主 憑信得生 今獻我生事奉救贖主
同唱樂歌 感恩讚美 分享盼望 並我所信一切真理
我信靠主 憑信得生 今獻我生事奉救贖主
同唱樂歌 感恩讚美 分享盼望 並我所信一切真理
2 燃點燭光 【以賽亞書九章 7 節】-------------------------------------- 主
席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
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3 宣召【以賽亞書六十章 1-3 節】
（眾立） ------------------------------- 主
席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
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
4 頌唱【真光普照】詞、曲: Graham Kendrick【版權屬 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 主
席
一. 主愛光輝正照耀人間 照遍黑暗地方像明燈 主基督乃真光
照亮萬邦 賜予真理 使釋放離罪鎖 照耀我靈 照亮我心
二. 主我依近祢威嚴座前 撇棄幽暗投向祢榮耀 靠主寶血今得
進入亮光 鑒察試煉洗清一切罪污 照耀我靈 照亮我心
三. 當定睛瞻仰君王榮光 讓我彰顯主聖範形像 從榮耀到榮耀
不斷地更新 在我身上反映主耶穌 照耀我靈 照亮我心
副歌：真光普照 充滿天地乃聖父榮耀 火焰聖靈 熾熱千顆心
主愛湧流 施恩典憐憫救贖眾生 請賜真理 將主光輝照遍

5 祈禱 --------------------------------------------------------------------------- 主

席

6 頌唱【榮美恩主】詞/曲：Charles Yong 【版權屬 Charles Yong 所有】------------------- 主
席
慈愛救主 榮美尊貴 我願能一起在前行
祂照亮我的心 血淚除掉苦困 無盡愛意救主恩
神愛的深 誰也在驚嘆 照著一生永共行
祂美善常可親 每日長路指引 隨著愛意永不分
榮美恩主 頌讚祂創造大能 萬眾歡呼齊來高聲唱 內心傾出最真
榮美恩主 用愛心救贖罪人 萬眾歡呼傳揚祂的愛 在高聲歌唱傳妙韻
頌唱【住在祢裡面】詞、曲: 曾祥怡 【版權屬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所有】
在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慕祢 在曠野無人之處我尋求祢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我等候祢 如鷹展翅上騰
在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慕祢 在曠野無人之處我尋求祢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我等候祢 如鷹展翅上騰
住在祢裡面 住在祢裡面 如同枝子與葡萄樹緊緊相連
住在祢裡面 住在祢裡面 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7 讀經【約翰福音一章 9-14，十五章 1-8 節】------------------- 主
席
1 章 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
藉着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11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
接待他。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
兒女。13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
的，乃是從神生的。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
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15 章 1「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3 現在
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4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
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
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5「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
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
甚麼。6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
火裏燒了。7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
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
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8 講道【常在主裏面的枝子】------------------------------------------- 蕭家樂傳道

9 回應詩【興起發光】詞:盧淑儀 曲:吉中鳴 【版權屬 MMO PRODUCTION 所有】-------- 主
席
神的恩典看顧我 罪裡釋放新的我
重頭活過不計過錯 完全的愛超過深海
從今天起 我決意成就祢旨意 而我更要把主的愛來澆灌這世界
你偶然生活黑暗裡 亦會憂愁和掛慮 恩光定必光照你 對你沒有捨棄
神我要發光於這地上 要將福音來傳頌
神我要發光於這地上 要將救恩宣講
神我要發光於這地上 要將真光來燃亮
神我要發光於這地上 頌讚主奇妙救恩
求祢興起 一生向前闖 主恩惠無窮
10 奉獻禱告 ---------------------------------------------------------------

主

席

11 家事分享 ----------------------------------------------------------------- 林廣乾牧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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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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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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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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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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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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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網上活動「2020 暖笠笠聖誕晚會」將於今晚 7:00 以網上直播形式舉
行，有興趣可準時到中心之 Instagram 或 YouTube 頻道參與。Instagram 帳號:
paktinnc，YouTube 頻道 : 白田浸信會愛鄰中心
本會會員伍雪芳姊妹於 12 月 6 日安息主懷，12 月 29 日(二) 晚上 7 時 30 分
在鑽石山殯儀館地下永德堂舉行安息禮拜，翌日早上 9 時 30 分出殯禮後，
隨即奉移往鑽石山火葬場進行火葬禮。
前中心幹事張艷萍姊妹的母親梁珍姊妹同於 12 月 6 日安息主懷，12 月 28
日(一) 晚上 8 時正在大角咀九龍殯儀館 3 樓 303 光大堂舉行安息禮拜，
翌日早上 10 時 30 分出殯禮後，隨即奉移往葵涌火葬場進行火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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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第四波疫情，求主保守各醫護人員，盼望疫情可早日受控；政府有智
慧作出合理紓困措施。世界各地研發疫苗在測試階段，盼望疫苗有成效。
2. 。
3. 。
3. 記念今天中心青少年聖誕直播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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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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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

少年主日學： 暫 停

常費奉獻
本月累計：

迦勒團 (就業團)

早上十時正

長 青 組： 暫 停

每月常費
奉獻目標：

每月最後一週星期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婦女組 (初信或未信婦女) 每月第一、二週星期四

上週各聚會出席情況

網上崇拜

尼西團 (已婚團)

兒童主日學： 暫 停

上週出席

尼西團：
迦勒團：
大衛團：

聚會預告

暫 停

待定

暫 停

12 月 聚 會 取 消

暫 停

暫停

週三祈禱會： 暫 停

伊甸團：

暫 停

暫停

主日祈禱會： 10 人

婦女組：

暫 停

暫停

上週講道資料
$

297,900.00

$

45,800.00

講員： 張偉珍傳道
講題： 稱頌神的作為
經文： 路加福音一章 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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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燕存弟兄

講

員： 曾乃明先生

司

琴： 廖淑美姊妹

音

響： 區偉明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