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題：齊來作枝子

０

主曆二零二一年一月三日
講員/施餐： 林廣乾牧師
司
琴： 李詠儀姊妹

主席/領詩： 蕭家樂傳道
音
響： 區偉明弟兄

1 宣召【詩篇 57 篇 9-11 節】（眾立） ----------------------------------- 主
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在列邦中歌頌你！
因為，你的慈愛高及諸天；你的誠實達到穹蒼。
神啊，願你崇高過於諸天！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席

2 頌唱【全地至高是我主】曲:黎雅詩 詞:甄燕鳴【版權屬 角聲使團 所有】------------ 主
願靈內甦醒 心獻頌讚歌聲 投在祢的翅膀 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 高唱頌讚新歌 琴和應瑟奏鳴 樂韻歌聲齊賀
全地至高是我主 各邦一致頌揚 讓這歌 盡獻主
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 恩慈信實 並賜下寬容饒恕

席

3 祈禱 --------------------------------------------------------------------------- 主

席

4 頌唱【獻上頌讚】詞:黎展明、曲:Darlene Zschech【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所有】------------ 主
在世間 萬有中 那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 竭力頌揚 主的愛是奇妙浩大
是我主 是救主 作我安穩庇護所
我若只有一息尚存 也要定意敬拜祢
獻上頌讚 要吶喊 要頌揚 各處頌讚 眾山歡呼拍掌
遍野萬里也和應叫嚷 與眾海呼喊 傳揚上主
跳躍和唱 要述說 祢創造 願永愛著祢 我這生不變更
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祢

席

頌唱【何等恩典】作曲: 游智婷 作詞: 謝秉哲 粵譯:呂珮雯,李浩賢,朱浩廉 @ CantonHymn
【版權屬 讚美之泉 所有】

以真心真意 我跪拜祢面前 打開心眼 讓我得見
以感恩心意 領受聖潔活泉 柔和謙卑使我更像祢
何等的愛 祢對我竟在乎 何等恩典 淌下祢的寶血
何等恩典 祢以榮耀君尊作我冠冕 我的嘴 必充滿讚美
祢已破碎 我枷鎖束縛 祢已背上 我重擔苦困
祢已抹去 我悲傷過去 祢配得 一切敬拜頌讚
5 讀經【約書亞記廿二章 10-34 節】-----------------------------主
席
10 呂便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約旦河的一帶迦南
地，就在約旦河那裏築了一座壇，那壇看着高大。 11 以色列人聽說呂

便人、迦得人、瑪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約旦河邊，在迦南地屬以色列
人的那邊築了一座壇。12 全會眾一聽見，就聚集在示羅，要上去攻打
他們。13 以色列人打發祭司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往基列地去見呂
便人、迦得人、瑪拿西半支派的人；14 又打發十個首領與非尼哈同去，
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個首領，都是以色列軍中的統領。15 他們到了
基列地，見呂便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對他們說：16 「耶
和華全會眾這樣說：
『你們今日轉去不跟從耶和華，干犯以色列的神，
為自己築一座壇，悖逆了耶和華，這犯的是甚麼罪呢？17 從前拜毗珥
的罪孽還算小嗎？雖然瘟疫臨到耶和華的會眾，到今日我們還沒有洗
淨這罪。18 你們今日竟轉去不跟從耶和華嗎？「
『你們今日既悖逆耶和
華，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會眾發怒。19 你們所得為業之地，若嫌不潔
淨，就可以過到耶和華之地，就是耶和華的帳幕所住之地，在我們中
間得地業；只是不可悖逆耶和華，也不可得罪我們，在耶和華我們神
的壇以外為自己築壇。20 從前謝拉的曾孫亞干，豈不是在那當滅的物
上犯了罪，就有忿怒臨到以色列全會眾嗎？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獨
一人死亡。』」21 於是，呂便人、迦得人、瑪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
列軍中的統領說： 22 「大能者神耶和華！大能者神耶和華！他是知道
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們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華（願
你今日不保佑我們）
，23 為自己築壇，要轉去不跟從耶和華，或是要將
燔祭、素祭、平安祭獻在壇上，願耶和華親自討我們的罪。24「我們行
這事並非無故，是特意做的，說恐怕日後你們的子孫對我們的子孫說：
『你們與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有何關涉呢？25 因為耶和華把約旦河定為
我們和你們這呂便人、迦得人的交界，你們與耶和華無分了。』這樣，
你們的子孫就使我們的子孫不再敬畏耶和華了。26 「因此我們說：
『不
如為自己築一座壇，不是為獻燔祭，也不是為獻別的祭，27 乃是為你
我中間和你我後人中間作證據，好叫我們也在耶和華面前獻燔祭、平
安祭，和別的祭事奉他，免得你們的子孫日後對我們的子孫說：你們
與耶和華無分了。』28「所以我們說：『日後你們對我們，或對我們的
後人這樣說，我們就可以回答說：你們看我們列祖所築的壇，是耶和
華壇的樣式，這並不是為獻燔祭，也不是為獻別的祭，乃是為作你我
中間的證據。』29 「我們在耶和華我們神帳幕前的壇以外，另築一座
壇，為獻燔祭、素祭和別的祭，悖逆耶和華，今日轉去不跟從他，我
們斷沒有這個意思！」30 祭司非尼哈與會中的首領，就是與他同來以
色列軍中的統領，聽見呂便人、迦得人、瑪拿西人所說的話，就都以
為美。31 祭司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對呂便人、迦得人、瑪拿西人說：
「今日我們知道耶和華在我們中間，因為你們沒有向他犯了這罪，現
在你們救以色列人脫離耶和華的手了。」32 祭司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
哈與眾首領離了呂便人、迦得人，從基列地回往迦南地，到了以色列

人那裏，便將這事回報他們。 33 以色列人以這事為美，就稱頌神，
不再提上去攻打呂便人、迦得人，毀壞他們所住的地了。 34 呂便人、
迦得人給壇起名叫證壇。意思說：
「這壇在我們中間證明耶和華是神。」
6 講道【化解誤會，促進合一】------------------------------------ 林廣乾牧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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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回應詩【同心合意】粵語詞:甄燕鳴 曲:游智婷 【版權屬 讚美之泉 所有】------------ 林廣乾牧師
當和您一起 歌頌共禱告 神開始帶動我 盼為您祝福
主完美旨意超越自我心意 沿路祂牽引達到更高處
同心挽手 同心合意 立志謙卑擺下我心意 為要見證聖善名字
同心挽手 同心合意 邁向新天新地現鬥志 目標一致 大使命在前
萬世真光 晝夜護航 萬眾一心 貼近神導向
尋覓祂國界 奉救主為王 同心同行 到處放聲宣講
同心挽手 同心合意 立志謙卑擺下我心意 為要見證聖善名字
同心挽手 同心合意 邁向新天新地現鬥志 目標一致 大使命在前
邁向新天新地現鬥志 目標一致 大使命在前
目標一致 並肩矢志 為使命前進
9 差遣禮 --------------------------------------------------------------- 林廣乾牧師
10 家事分享 -----------------------------------------------------------------

主

席

11 讚美詩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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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祝福 -------------------------------------------------------------- 林廣乾牧師

＊＊ 有關肢體消息及感恩代禱事項，請參閱程序表內容

＊＊

差遣禮程序 2021

1. 宣讀【異象宣言】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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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部、團展望

--------——---------------------- （眾坐）

3. 唱詩：從心合一 (副歌) ----------------------------（眾立）
同心挽手 同心合意 立志謙卑擺下我心意
為要見證聖善名字 同心挽手 同心合意
邁向新天新地現鬥志 目標一致 大使命在前
目標一致 並肩矢志 為使命前進
4.

禱告 ---------------------------------------------（眾立）

家事分享

2020 年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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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肢體請直接以手機在白田廣播 whatsapp 回覆，屆時會聯絡大家）
。
2. 今年年題會繼續承接去年主題：
「齊來作枝子」，讓我們同心在主裏彼此建
立，一起成長。
3. 今年的行事曆已發放給大家，請各位預留時間參與各項聚會。如未收到或
有查詢，請聯絡杏梅幹事。
4. 本年度第一次事務會議，將於 1 月 17 日下午 2 時正在本會舉行，議程已電
郵給各會員，如需要影印本或有任何查詢，請向秘書處子揚弟兄或杏梅幹
事聯絡。請各會員填寫電郵中附上之電子表格，回覆是否能出席會議。由
於現時限聚令還未放寬，屆時可能需要按實際情況作調整，請密切留意本
會公佈之具體安排。(https://forms.gle/REPvEJHVLeLtG79k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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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浸禮班即將開課，有意考慮申請 2021 年度浸禮及轉會的弟兄姊妹，請盡
快向林牧師報名（報名者需於本會恆常出席崇拜聚會半年或以上）。
7. 財務部現進行年度結算，請各團部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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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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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念各位肢體在主裡的屬靈生命有長進，學習憐憫、謙卑與寬恕，實踐主
的真理，齊來作枝子，連於真葡萄樹，結果子來榮耀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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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記念教會多位肢體的家人有病患，或在寒冷的天氣而生病者，求神憐憫和
醫治，盼可早日康復，並使他們身心靈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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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各聚會出席情況

網上崇拜

每月常費
奉獻目標：
常費奉獻
本月累計：

婦女組 (初信或未信婦女) 每月第一、二週星期四
早上十時正

團契

上週出席

聚會預告

長 青 組： 暫 停

尼西團：

暫 停

感恩、迎新 (03/01)

少年主日學： 暫 停

迦勒團：

暫 停

休團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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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6,780.00

講員： 曾乃明先生
講題： 歲晚談安息
經文 ： 太 11:28-30；傳 5:1-7 節；詩 40:6，5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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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司

員： 沈志雄牧師
琴： 李詠儀姊妹

主席/領詩： 趙穎珊執事
音
響： 何旭輝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