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 

除夕年更感恩崇拜程序 
 

日期：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主日﹞      時間：晚上十時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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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緊記關掉手提電話及傳呼機，虔備心靈，準備崇拜 
 

日期：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十時卅分 

主席：黃德馨會吏              司琴：施曾婉思姊妹 

領唱小組：魏佩珊宣教師、曾詠屏宣教師、李寶茵神學生、張莊靜儀姊妹 

  麥權禧弟兄、馬浩言弟兄 
 

序  樂 ....................................................................................眾 立 
 

宣  召 ............................................................................. 眾立同應 
 

主席：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宣揚上主的偉大。 

會眾： 在列邦中傳揚他的作為！ 
主席： 要向他唱詩，向他歌頌， 

會眾： 述說他一切奇妙的作為！ 
主席： 要誇耀他的聖名！ 

會眾： 願尋求耶和華的人心中歡喜！ 
主席： 他是耶和華—我們的上帝， 

會眾： 全地都有他的判斷。 
主席： 他記念他的約，直到永遠； 

會眾： 記念他吩咐的話，直到千代。 
同誦： 哈利路亞！ 

 

唱  詩 ............................................................................. 眾立同唱 

全地歡呼頌揚（普天頌讚修訂本－詩第 96首） 
 

全地歡呼頌揚   讚美真神 

當樂意  事奉主   當向衪歌唱 

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  歡唱讚美主 

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  歡唱讚美主 

啟應禱文 ............................................................................. 眾坐同應 

 
主席： 讓我們向上主感恩，祂是我們的磐石、山寨和救主。 

我們要記念他的憐憫，因他的慈愛永不止息，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會眾： 我們感謝你呼召我們進入基督的信仰，差下聖靈 
住在我們心中，賜我們基督的心思，聚集我們成為基督的教會。 

主席： 上主，感謝你施恩，引領我們進入滿載感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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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我們在你永恆的國度中事奉。 

會眾： 感謝上主。 

見證分享 (I) ..............................................................................眾坐 

余健偉弟兄、張子儀弟兄 

唱  詩 ............................................................................. 眾立同唱 

神慈恩浩瀚（普天頌讚修訂本－詩第 67首） 

《領唱小組先唱一次，會眾第二節加入同唱》 
 

1. 神慈恩浩瀚，豐盈，仰主光客照清明；懇求救主賜真光，

充滿教會顯輝煌，讓人知道主拯救，傳播福音遍地球。 

2. 願普天下頌讚神，群生尊崇榮耀君，萬民歡呼齊歌唱，

榮耀屬救主君王，敬獻感謝頌揚聲，聖潔生活遵主命。 

3. 願普天下頌讚神，土產豐盛證主恩，一切福樂神所供，

自當盡忠樂事奉，地下天上皆歡樂，主愛光中永契合。 
 

見證分享 (II) .............................................................................眾坐 

黄柏霖弟兄、陳謝鳯燕姊妹、梁詠詩姊妹 
 

啟應禱文 ............................................................................. 眾坐同應 
 

主席： 讓我們向上主感恩，因祂叫水從磐石中湧出，使乾渴的得到滿

足，使飢餓的得飽美食，祂又醫治受苦的心靈。我們要歡慶上

主美善的厚恩。 

會眾： 恩慈的聖父，感謝祢供應我們所需的一切：桌上的飲食，身穿
的衣服，安睡的床鋪，歇息棲身的居所。 

主席： 上主，我們讚美祢，因祢的恩賜遠超我們所想所求， 

為各樣幫助我們能順暢完成工作的人和物，為現代生活給我們

帶來的便利，為祢帶進我們生活中的美善和歡愉， 

會眾： 上主，我們感謝祢。阿們。 
 

見證分享 (III) ............................................................................眾坐 

張東海弟兄、潘志華弟兄、林林惠蓮姊妹 
 

生命的頌禱 ..................................................................... 陳德昌牧師 

【伴奏：鍾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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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 讓我們記念今年安息主懷的眾肢體，為他們在世上的 

佳言善行感恩，亦求主安慰他們的家人。 

但願基督復活的恩光和盼望，常與他們同在，也與我們眾人同在。

願恩惠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上帝歸與你們。 

會眾： 阿們。 
陳天賜、陳金祥、張華、張鋼城、張濂、何潤景、羅八、劉錦超、劉冠雄、梁銘、

莊芳儀、鄭少娟、丁香、馮玲儀、黎蘭珍、魏淑芳、蕭秀群、王瑞珍 
牧師： 也願那忠信的見證者、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 

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穌基督，賜平安予你們。 

會眾： 阿們。 
牧師： 眾生的主，永在的父上帝：我們為一切已經息了世上勞苦的聖

徒—祢的眾僕人，稱頌祢的聖名。 

求主施恩，使我們能效法他們，持守堅固的信心，緊連於基督，

活出美好的德行，以度在世的日子，榮耀祢的聖名。 

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祈求。 

會眾： 阿們。 
 

信心仰望 ............................................................................. 眾坐同唱 

基督在前方（普天頌讚修訂本第 480首） 

《領唱小組先唱一次，會眾唱第一、二節同唱》 
 

1) 回天鄉，向前行，天門已開敞，靈安息，莫驚惶，基督在前方。 

離別苦，愛仍在，難免心悲傷；主基督賜盼望，永生勝死亡。 

2) 無悔疚，無恐懼，主恩醫傷創，夢破碎，今重圓，主恩全顯彰。 

主捨生、主復活、祂必再來臨；滅死權，賜永生，惟主愛統領。 

 (副歌) 回天鄉，向前行，天門主開敞， 

 靈安息，莫驚慌，基督在前方，基督在前方。 
 

牧師： 讓我們繼續為今年主所賜的新生命禱告：我們天上的父： 

祢曾把愛子耶穌基督，託付約瑟與馬利亞養育、愛顧； 

今日懇求祢賜福與這些新生嬰孩和他們的父母， 

使他們一生都緊連在祢的愛中，並且彼此相愛。 

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祈求。 

會眾： 阿們。 
 

新生的嬰孩： 何悅 (何家俊、莫穎芝之千金)  
   林愷沂 (林啟恩、吳嘉愫之千金) 
    張一言 (張偉豪、文丹婷之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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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洗禮：李天恩  
 

牧師：恩慈的父上帝，求祢賜福作父母的，能按著真理教導兒女，使他們

從小明白聖經，認識祢獨一的真神，並且一生敬畏祢。願每個嬰孩 

  都健康成長，充滿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典與他們同在。 
 會眾：求主垂聽我們的禱告。 
 

成人洗禮：李淑馨、譚如臻、鄒佩珍、黃雅晴、張雅媛、黃柏霖、 
 黃綺雯、林蓓蒂、胡杏兒、許國華、游潔萍、陳俊亮、 
 王桂添、陳金祥、鄭少娟、蕭秀群 
轉會禮：袁貞偉、鄭啟輝 
轉堂禮：謝燕怡 

牧師： 願我彼此相顧，激發愛心，以榜樣和真理守望這些新生命， 

一同成長，建立上主的國度。 
會眾： 求主垂聽我們的禱告。 
牧師： 天父上帝，但願我們都能緊隨基督，在家庭和社區中， 

見證祢的慈愛。 

同誦： 願榮耀歸與三一的上主，直到永遠。阿們。 
 

誦讀聖經 ................................................................... 黃可安宣教師 

詩篇 130：1 - 8 
 

耶和華啊，我從深處求告你！ 

主啊，求你聽我的聲音！求你側耳聽我懇求的聲音！ 

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主啊，誰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話。 

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 

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 

因耶和華有慈愛，有豐盛的救恩。 

他必救贖以色列脫離一切的罪孽。 
 

講  道 . ..........................「感謝你」 ...................... 陳德昌牧師 
 

唱  詩 ............................................................................ 眾立同唱 

天上父神（普天頌讚修訂本第 686首） 
 

1) 我天父上主，至高主：聽兒女祈求，至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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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名為聖，至高主—求主聽禱告。 

2) 願父國降臨在地上；願父旨成就在地上； 

猶如在天上，今在地—求主聽禱告。 

3) 賜我日用糧，每一天；求赦免我罪，每一天； 

如我赦免人，每一天—求主聽禱告。 

4) 領我行主道，更堅強；若遇見試探，更堅強； 

救我脫罪惡，保守我—求主聽禱告。 

5) 萬有從主來，全歸主；國度、權、榮耀，全歸主； 

獻生命、恩賜全歸主—求主聽禱告。阿們。 
 

願    禱 ............................................................................. 眾立同誦 
 

三一的上帝，我們的創造主、救贖主和引導者，祢的慈愛永無窮盡。 

感謝父上帝的保守，靠賴祢的恩典，我們又踏進新年之門； 

求天父幫助我們常懷謙卑感謝的心，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活出美好的見證。感謝主耶穌的拯救，使我們脫離罪惡與死亡的 

轄制，賜我們真正的自由，可以順服和敬愛上帝； 

求主堅固我們的信心，使我們以祢為榜樣，一生追隨祢的腳蹤。 

感謝聖靈的更新和塑造，使我們能反映上帝榮耀的形像； 

求聖靈繼續幫助我們行在光明之中，生活行事都能見證上帝的公義 

與慈愛。阿們。 
 

歌  頌 ............................................................................. 眾立同唱 

除夕迎新歲歌（普天頌讚第 499首） 
 

  1) 向著碧空，打新歲鐘，霜光滿地，雲飛天空； 

      舊年消逝，在黑夜中，打新歲鐘，把舊歲送。 

 2) 打起鐘來，遠送憂愁，休為逝者抱痛心頭； 

      迎進一視同仁正義，遠送貧富不均深仇。 

 3) 打起鐘來，遠送紛爭，遠送怨恨，遠送誹謗； 

      迎進愛好和平生活，公平善良，彼此禮讓。 

 4) 打起鐘來，遠送貪慾，遠送時代無信冷酷； 

      迎進豐滿快樂詩情，遠送悲歌，遠送罪惡。 

 5) 打起鐘來，遠送污穢，遠送驕淫，金錢火慾； 

      遠送人間戰爭痛苦，迎進萬古和平幸福。 

 6) 打起鐘來，遠送黑暗，迎進自由剛強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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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良心，仁愛手腕，迎進未來救主基督。阿們。 
 

祝  福 ......................................................................... 陳德昌牧師 

（祝福後同唱祝福頌） 

願主今日賜福保護你，信靠他，在他光中步履。 

   願主臨你心中，免你負罪深重，享平安，享歡樂，享主愛。 

 

互 祝 平 安 ， 主 內 友 誼 萬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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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崇拜 
 

 

日期：2018年 1月 1日（禮拜一）     時間：上午 11:00     

講員：梁慈光牧師 (本會筲箕灣堂主任牧師) 

主題：歡喜盼望  以主為樂  

經文：羅馬書 5：1 - 11 

  

敬請踴躍赴會  迎接新年新恩 
 

 

 

 

願 上帝所賜的平安喜樂充滿你和你的一家 

 

敬 祝 新 年 蒙 福 ！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 

主任陳德昌牧師暨全體同人敬賀 

 

 

 
同工團隊 

主       任：陳德昌牧師 (內線 20) 堂區會吏：黃德馨會吏(內線 21) 

宣  教   師：鄭啟良先生、魏佩珊女士 (內線 22) 行政助理：梁詠詩女士(內線 25)               

黃可安先生(內線 23)、曾詠屏女士(內線 24)  幹    事：許慧芬女士(內線 26) 

 義 務 教 士：陳升惕先生、葉菁華先生  事 務 員：吳惠芬女士、 

 神   學  生：李寶茵女士     何綺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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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北角百福道十五號        電話：2561 4950      傳真：2880 5074 

電子郵件 : lc.npt@methodist.org.hk     網址：http://www.methodistnp.org.hk 

 

mailto:lc.npt@methodist.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