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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五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聖哉，聖哉，聖哉 伍志業弟兄 

 神坐著為王  

 這是天父世界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約 9:1-34（新約第 140頁） 會 眾 

講道 耶穌：照亮一切的真光 郭罕利博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恩主使我能活像光 會 眾 

奉獻  會 眾 

讚頌 讚美一神 會 眾 

家事分享  李恩全牧師 

公禱  張棣華弟兄 

經訓 弗 1:15-17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聖哉，聖哉，聖哉（頌主新歌，1） 

1.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清晨歡悅歌詠，高聲頌主聖恩； 

聖哉，聖哉，聖哉！恩慈永無更改， 

榮耀與讚美，歸三一真神。 

2. 聖哉，聖哉，聖哉！群聖虔拜俯， 

各以華麗金冠，呈奉寶座之前； 

千萬天軍天使，虔敬崇拜上主， 

昔在而今在，永在萬萬年。 

3. 聖哉，聖哉，聖哉！主藏黑雲裡， 

罪人焉得瞻望，真主威赫榮光； 

耶和華惟聖哉，誰與上主堪比， 

權能至完備，大哉天地皇。 

4.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天上地下海中，萬物頌主尊稱； 

聖哉，聖哉，聖哉！恩慈永無更改， 

榮耀與讚美，歸三一真神。 

 

 

 

 

 

 

 

 

 

 

 



神坐著為王（耶穌‧抱抱，18；曲、詞：西伯） 

神啊！我要一心稱謝祢， 

神啊！我要高舉祢聖名， 

我要因祢歡喜快樂，至高的主啊， 

祢榮耀使我心歌頌祢！ 

驅黑暗，留住美，藉著神重拾愛； 

齊心禱告以真誠，藉主跨勝！ 

要頌揚神是愛，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就算翻起千般駭浪，主必會為我掌舵， 

每日隨時乘風破浪，樂道主的凱歌！ 

要頌揚神是愛，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這是天父世界（頌主新歌，81） 

1. 這是天父世界：我要側耳傾聽， 

宇宙唱歌，四圍應和，星辰作樂同聲。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 

樹茂花開，蒼天碧海，述說天父全能。 

2. 這是天父世界：小鳥長翅飛鳴； 

晨光映暉，好花麗蔚，頌揚造物尊名。 

這是天父世界：祂愛普及萬千， 

風吹之草，顯主奧妙，天父充滿世間。 

3. 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 

罪勢凶狠，好像得勝，天父卻仍作王。 

這是天父世界：戰爭還沒有完； 

受死基督，得勝滿足，天地歸主掌權。 



恩主使我能活像光 

1. 恩主使我能活像光，照明在此世上； 

如星火舌點燃耀眼，無論哪一方往。 

2. 恩主使我能活像花，為鄰舍添笑臉； 

園圃雖似簡樸狹小，無礙我花開遍。 

3. 恩主使我能活像歌，紓愁悶解憂傷； 

詞曲鼓舞助人壯膽，還讓唱者歡暢。 

4. 恩主使我活像杖杆，讓疲弱可靠傍； 

求傾出我健強力氣，勤侍友親近鄰。 

5. 恩主使我活似聖詩，柔和頌恩的詩； 

長青不朽忠信的詩，常頌主工妙奇。 

 
 

讚美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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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 in Judgment; 基督施行番判 



聽主道筆記︰2017年 11月 26 日 講員︰郭罕利博士 

耶穌：照亮一切的真光 約翰福音 9章 1至 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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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五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100 結 34:11-16, 20-24 弗 1:15-23 太 25:31- 46 

 



家事分享 

1. 歡迎漢語聖經協會總幹事郭罕利博士蒞臨，宣講上帝的話

語。 

2. 歡迎新朋友出席本堂聚會，與我們一同敬拜上帝，願上帝賜

福眾人。我們樂意於崇拜後向各來賓介紹本堂。 

3. 富泰天地：12 月份聚會將於 12月 1 日（本星期五）晚上 7:30

舉行。 

4. 聖誕節聚會：按照教會年曆，12 月 3 日為將臨期第一主日，

將臨期及相關聖誕節聚會之目的，是讓弟兄姊妹學習銳意等

候上帝，迎接耶穌基督的臨在，以積極順服的心踏上救贖的

旅程： 

a.  將臨期第一至第三主日：12 月 3, 10 ,17 日（主日） 

早上 10:00 

b. 將臨期月禱會：12 月 15 日（星期五）晚上 8:00-9:30 

c. 將臨期第四主日暨聖誕節崇拜：12 月 24 日（主日） 

早上 10:00 

d. 聖誕慶祝會暨聚餐：12月 24 日（主日）下午 5:00 

5. 聖誕佳音，快樂新年：傳道部將於聖誕及新年期間，組織探

訪隊，與街坊慶祝聖誕及新年，包括獻唱聖誕詩歌，分享生

命故事，派發禮物等。探訪時間採取彈性安排，配合街坊需

要。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可到服務台報名，查詢可聯絡福音

幹事葉滿枝姊妹，截止報名日期為 12月 3日。 

6. 聖誕慶祝會及聚餐：會友部將於 12 月 24 日（星期日）下午
5:00-晚上 8:00 舉行聖誕慶祝會。請各團契單位預備五分鐘環
節，向主耶穌呈獻心意。報名參加慶祝會及聚餐，請到服務
台簽名，查詢可聯絡會友部部長符梅芳姊妹或陳紹銘傳道。 



7. 2018 團年夜：傳道部將於 2018 年 1 月 28 日（星期日）舉

行「2018 團年夜」福音晚宴，向街坊親友作福音見證，詳

情容後公布。 

8. 香港福音盛會 2017：11月 30日至 12月 3日（星期四至日）

在香港大球場舉行七場佈道大會，包括國際場、普通話場及

公開場，四場公開場將於元朗球場作直播，所有場次均需憑

票入座。 

a. 祈禱奉獻禮：11 月 29 日（星期三）晚上 7:30 假香港大

球場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參與，為香港福音事工祈禱。 

b. 領人赴會：鼓勵弟兄姊妹積極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參與佈

道會。 

教會已領取祈禱奉獻禮及以下場次之門票：  

11 月 30 日（星期四晚上 7:30 於大球場或元朗球場） 

12 月 1 日（星期五晚上 7:30 於元朗球場）  

12 月 2 日（星期六晚上 7:30 於元朗球場）  

12 月 3 日（主日下午 4:00 於大球場或元朗球場）  

門票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需要門票的弟兄姊妹可於今天崇

拜後，到司事枱旁領取。 

9. 婚訊：青年團陳世海弟兄與大衛團符杏姊妹將於 12 月 9 日

（星期六）下午 2:00在神召神學院禮拜堂（屯門屯富路 22號）

舉行結婚典禮。一對新人誠邀會眾出席婚禮，共證婚盟。 

10. 外借堂址：今天下午 1:30-6:00，教會大禮堂、會議室及嬰兒

房將外借予城市睦福團契舉辦友師活動。 

 

 

 



代禱事項 

1. 感恩讚美： 

全能的上帝，祢是至高無上的神，不論在天上、在地下、在

海中、在一切的深處，都隨祢自己的旨意而行。祢是陶匠，

我們是泥土，祢有絕對的主權塑造任何形式的陶器。因此，

我們感謝祢，賜給各人獨有的性格及不同的恩賜，並藉此彰

顯上帝的榮耀，光照世人。 

2. 福音事工： 

a. 願上帝帥領舉行在即的「香港福音盛會 2017」，讓香港

眾教會悔改歸回上帝，生命更新，為主發光，使生活在

黑暗中的香港人，得見真光。 

b. 願上帝保守「香港福音盛會 2017」順利舉行，加添能

力與智慧，使每一位事奉人員經歷上帝，見證福音，包

括講員、見證、敬拜、場務、陪談等。 

3. 關顧代求： 

a. 願上帝賜福陳世海弟兄與符杏姊妹得著從上而來的智

慧和能力，共同建立一個蒙上帝喜悅的家庭。 

b. 陳杜健瑩姊妹的叔叔林接恒弟兄患上癌症，需要經常進

出醫院，願主賜叔叔信心倚靠上帝，又賜家人得著從主

而來，出人意外的平安。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11 月 26 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五主日 

下主日—（12 月 3 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 

主席 伍志業弟兄 敬拜隊 B 

講員 郭罕利博士 羅曉彤傳道 

公禱 

當值執事 
張棣華弟兄 李家煒弟兄 

司琴 葉金枝姊妹 敬拜隊 

音響 鄧慶良弟兄 郭以欣姊妹 

簡報 陳心悅姊妹 陳心悅姊妹 

插花 周淑賢姊妹 符梅芬姊妹 

司事 
林鳳雯姊妹、林梓德弟兄 

陳素艷姊妹、嚴佩君姊妹 

梁梓烽弟兄、陳詠桐姊妹 

鄧美儀姊妹、楊順強弟兄 

聖餐襄禮 / 
李家煒弟兄、張忠傑弟兄 

何淑慧姊妹、李細妹姊妹 

聖餐協助 / 彭桂花姊妹、潘詩詠姊妹 

接待 陳為建弟兄、符梅芬姊妹 王培冬姊妹、潘鏡權弟兄 

兒童崇拜 

林鳳玲姊妹、張頌昇弟兄 

潘詩詠姊妹、陳美春姊妹 

朱嘉誠弟兄、鄭家樂弟兄 

王天恩姊妹、彭桂花姊妹 

葉崇恩姊妹、吳嶸希弟兄 

馮文富傳道、鄧溢朗弟兄 

張頌昇弟兄、高天賜弟兄 

陳素艷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11月 18日 Jesus’ Teens： 

27人（青少年人：11人） 主日崇拜：154 人 兒童崇拜︰18人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0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20,245.00 1,500.00 - 550.00 



祈禱會、團契及小組聚會時間表 

團契／組別 聚會日期 地點 時間 聚會對象 

月禱會 
12 月 15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本堂肢體 

早禱會 逢主日 本堂 早上 9:00-9:30 本堂肢體 

Jesus’ Teens * 逢星期六 本堂 
下午 2:00-5:30 

（崇拜 3:00） 
高小至大專學生 

兒童崇拜 逢主日 本堂 上午 10:00 幼兒及小學生 

迦勒團契 
12 月 8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30 大專／初職人士 

青年團契 逢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45 在職人士 

大衛團契 
12 月 3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待定 本堂 待定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12 月 3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12 月 1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7:30 家庭／街坊 

生命成長 

查經小組 
逢星期三 本堂 上午 10:30 本堂肢體 

*原有約翰團（星期六下午 4:30）於 JT 生活圈時段進行。 

本週經訓︰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

不住地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求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啓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 

以弗所書 1章 15-17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