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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祢的慈愛】詩篇 63：2–3 

曲,詞：Hugh Mitchell 
 

主，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主，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我要用咀唇來讚美祢， 

因祢慈愛比生命更好。 
 

我要奉祢名，來舉起我手， 

我要奉祢名，來舉起我手， 

我要用咀唇來讚美祢， 

因祢慈愛比生命更好。 
 

【主賜福如春雨】(國) 
詩集：讚美之泉 01 - 讓讚美飛揚，32 
 

主賜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歡欣讚

美，主賜的生命是泉源， 

在我心中更新不窮。 

讓我們張開讚美的口，舉起敬拜的

手，主將賜福在我們之中。 
 

讓我們獻上，獻上，將讚美尊榮， 

全都向主獻上。而主將賜下， 

賜下，主的恩典，將如春雨降下。 

 

【愛是不保留】詩集：美麗傳奇，8 
 

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裡會有愛

無盡頭？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 

一刻燦爛便要走！ 
 

而我卻確信愛是恆久，碰到了祢已

無別求：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 

千秋過後仍長存不朽！ 
 

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 

至高的愛盡見於刺穿的手； 

看！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 

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 
 

 

惟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 

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 

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 

惟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最美好…盡力愛祢】 
曲 / 詞：霍志鵬    詩集：榮美冠冕，15 
 

最美好曾遇上，是祢溫柔的接納， 

了解我軟弱，體恤因祢愛護。 

神信實不變，恩典甘甜多美善， 

帶給我希望，滿足我心需要。 

今我願相信，祈求神祢在我裡頭扶

助我，願一生到盡頭也不變。 
 

副歌： 

我要盡心，專一高舉祢，因祢是我

的主，我要盡性，謙卑將心獻， 

給祢塑造性情，今我盡意，敞開心

思緒，盛載滿祢話語，神伴我一生

同行，讓我盡力愛祢。 
 

過門： 

讓我每天緊靠祢，願一生跟祢走， 

讓我告知這世界，是祢深愛我。 
 

(最美好曾遇上是祢) 

 

【神來到】團契遊樂園   改編：甄燕鳴 
原曲詞：許冠傑 / 黎彼得(財神到)   
 

[神來到 ! 神來到 ! 歡欣中宣告 

神嘅家 仁愛家 一起走窄路 

神來到 ! 神來到 ! 好加快腳步 

恩主已揀選你 作佢門徒] 
 

闔府慶新歲 喜氣盈盈 

神話語多響應 信念強勁 

在主裡得勝 力量提升 

朝晚跟主奔往 天國路程 
 



[神來到 ! 神來到 ! 歡欣中宣告 

神嘅家 仁愛家 一起走窄路 

神來到 ! 神來到 ! 好加快腳步 

恩主已揀選你 作佢門徒] 
 

願夫婦恩愛 體貼入微 

全賴有主看顧 每日完備 

共親友相見 說話投機 

充滿恩典福氣 歡笑揚眉 
 

 

在主裡得到 真正自由 

完備救恩深厚 救贖成就 

在主裡釋放 快樂無憂 

緊靠心中恩友 拋卻恨愁 
 
 

願真理公允得以實行 

全地看清真相，再沒疑問 

萬家再享有 美麗人生 

黑暗消失不見，光照萬民  
 

[神來到 ! 神來到 ! 歡欣中宣告 

神嘅家 仁愛家 一起走窄路 

神來到 ! 神來到 ! 好加快腳步 

恩主已揀選你 作佢門徒] 
 

[神來到 ! 神來到 ! 歡欣中宣告 

神嘅家 仁愛家 一起走窄路 

神來到 ! 神來到 ! 好加快腳步 

恩主已揀選你 作佢門徒] 
 

大眾慶新春 賀神來到 
 

 

 

 

 

 

 

【數算主恩】詩集：美樂頌，184 
 

1. 有時遇見苦難如同大波浪， 

有時憂愁喪膽幾乎要絕望， 

若把主的恩典從頭數一數， 

必能叫你驚訝立時樂歡呼。 
 

2. 有時掛念世事如同挑重擔， 

有時背著十架覺著苦難當， 

若數主的恩典疑惑即消除， 

必能叫你快樂立時讚美主！ 
 

副歌：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 

主的恩典都要記清楚，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 

必能叫你驚訝立時樂歡呼。 

 

 

 

 

 

 

 

 

 

 

 

 

 

 

 

 

 

 

 

 

 

 

 

 

 

 
 
 



講道大綱 

一. 講題：莫忘主恩 

二. 經文：詩 103:1-5 

三. 主旨：在新的一年，喚醒感恩心，數算主恩情 

四. 金句：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一切的恩惠。 

      (詩 103:2) 

五. 大綱： 
 

1. 喚醒感恩心 (詩 103:1-2) 

大衛年老追憶過去，他首先要叫醒自己，不忘主恩，今天欄阻我

們感恩的心有三方面 

a. 沉睡：靈性沉睡看不見神的恩典 

b. 膚淺：膚淺感恩容易忘記神的恩典 

c. 善忘：不要因善忘失去神雙重的恩典 

 

2. 數算主恩情 (詩 103:3-5)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必能叫你立時樂歡呼 

a. 赦罪之恩：我們必須先認罪才能得到神的赦免 

b. 医治之恩：患病時無論是否得医治都要感恩 

c. 供應之恩：神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 

 

 

六. 回應： 
 

1.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 5:18) 

2. 面對新的一年，無論順境逆境，豐富貧窮，健康疾病，求主幫助

我們，莫忘主恩！ 

 

 



報告事項   

1. 歡    迎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本堂網上直播崇拜，請先從教會網頁或 whatsapp

群組下載程序表，以便大家一起口唱心和，同心敬拜！ 

 

 

2. 出席記錄 請弟兄姊妹填交直播崇拜出席記錄表格（電子表格連結：

https://qrgo.page.link/jBFPf ），以便統計出席人數，而會員必須

在今年 1-12 月出席至少 12 次崇拜，才可獲得確認為 2022 年之投票

會員資格。敬請留意，多謝合作！ 

 

 

3. 新春主日 感謝神從歲首到年終的恩典，今日是新春主日崇拜，願我們歡欣敬

拜，同慶主恩！ 

 

 

4. 致   謝 我們多謝周家成牧師今日蒞臨講道，願神祝福和報答他的事奉！ 

 

 

5. 新春團拜 教會將於今日下午 2 時-3 時舉行網上新春團拜，歡迎弟兄姊妹預備

賀年祝福語、詩歌、表演、遊戲等節目，一起歡慶佳節，共享神恩。

聯絡人：美媚、Jenny 執事。聚會網絡連結： 

https://us02web.zoom.us/j/82962759411?pwd=aVpJR083NXF1YlFDNXV

CTHZ6ZU02UT09 

會議 ID：829 6275 9411，密碼：544559 

 

 

6. 愛心轉贈 我們鼓勵弟兄姊妹捐贈利是、糖果和物資給有需要的人士。有關贈

品，可以在新年之後交來教會，以便安排轉贈。 

 

 

7. 新春音樂 

  分享會 

多間福音機構合辦「笑口組」新春 Online 音樂分享會，分享嘉賓：

蔡立兒、歐陽德勛、梁雨恩、張瑪莉等，藉著福音版的賀歲歌、破

解迷信、名人見證，以幽默歡樂的方式分享福音，適合轉介親友觀

看。網絡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uCttiRYqQQ。 

 

 

8. 祈 禱 會 教會將於 2 月 17 日（週三）舉行網上祈禱會，時間：晚上 8 時--9

時 30 分，主題：宣禱會，網絡連結：https://qrgo.page.link/X9cvx， 

會議 ID：769 752 4938；密碼：339305。 

 

 

https://qrgo.page.link/jBFPf
https://us02web.zoom.us/j/82962759411?pwd=aVpJR083NXF1YlFDNXVCTHZ6ZU02UT09
https://us02web.zoom.us/j/82962759411?pwd=aVpJR083NXF1YlFDNXVCTHZ6ZU02UT0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uCttiRYqQQ
https://qrgo.page.link/X9cvx


9. 婚    禮 感謝神的恩典，鍾永賢弟兄（Jason）和鍾曼姿姊妹（Gigi）定於

3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舉

行結婚典禮。基於政府的防疫條例，出席人數只限 20 人，願

我們同心記念和祝福！ 

 

 

10. 捐 血 日 教會將於 3 月 7 日（主日）下午 2-6 時舉行社區捐血活動，鼓勵弟

兄姊妹踴躍報名參加，一起實踐「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社區見證，

填補血庫存量。報名結連︰https://qrgo.page.link/1jnas 。 

 

 

11. 生命主場 傳道部定於今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晚上舉行「生命主場」分享

晚會，分享嘉賓：陳兆焯校長（正生書院校長），敬請代禱，踴躍

邀請信徒及慕道的親友參加。 

 

 

12. 信仰講座 我們將於 6 月 6 日下午 2 時 30 分-4 時 30 分舉行信仰講座，講員：

郭文池博士（播道神學院院長），適合信徒和慕道朋友參加，歡迎

弟兄姊妹預先提供問題。 
  

 

13. 直播人手 鑑於疫情持續，預計教會將需維持直播崇拜，因此現需招募更多弟

兄姊妹參與週六和主日崇拜的直播事奉，請向岑先生或牧者報名。 

 

 

14.  暫  停 

實體聚會 

 

 

 

響應政府的防疫法例，本堂暫停全部實體聚會，其中普通話崇拜和

早堂崇拜將暫停聚會，其他改為網上聚會，詳情如下： 
 

 

少年成長計劃：網上課堂 

日期：星期六 

時間：下午 3-4 時 

連結：https://qrgo.page.link/XUwSX 

會議 ID：845 5695 2193；密碼：891337 
 

 

青少崇拜：直播 

日期：星期六 

時間：下午 3 時-4 時 15 分 

連結：https://qrgo.page.link/oYRnh 
 

以利沙團：網上聚會 

日期：星期六 

 

https://qrgo.page.link/1jnas
https://qrgo.page.link/XUwSX
https://qrgo.page.link/oYRnh


時間：下午 4 時 30 分-6 時 

連結：團契安排 
 

迦南團：網上聚會 

日期：星期六 

時間：下午 4 時 30 分-6 時 

連結：團契安排 
 

初小視像崇拜 

日期：主日 

時間：早上 9 時 45 分至 10 時 30 分 

對象：小一至小三 

連結：https://qrgo.page.link/AMGbj 

會議 ID：811 5271 1337 

密碼：609367 
 

高小視像崇拜 

日期：主日 

時間：早上 9 時 30 分至 10 時 45 分 

對象：小四至小五 

連結：https://qrgo.page.link/iyBt6 

會議 ID：904 844 4688 

密碼：hcKf6m 
 

幼兒視像崇拜 

日期：主日 

時間：早上 10 時至 10 時 30 分 

對象：K1-K3 

連結：https://qrgo.page.link/X9cvx 

會議 ID：769 752 4938；密碼：339305 
 

少年天地：網上課堂 

日期：主日 

時間：上午 10 時-10 時 45 分 

對象：小六-中三 

連結：https://qrgo.page.link/XUwSX 

https://qrgo.page.link/AMGbj
https://qrgo.page.link/iyBt6
https://qrgo.page.link/X9cvx
https://qrgo.page.link/XUwSX


會議 ID：885 0698 4048（更新）；密碼：348827（更新） 
 

午堂崇拜：直播 

日期：主日 

時間：上午 11 時-12 時 30 分 

連結：https://qrgo.page.link/oYRnh 
 

祈 禱 會 

日期：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三 

時間：晚上 8 時-9 時 30 分 

連結：https://qrgo.page.link/X9cvx 

會議 ID：769 752 4938；密碼：339305 

 

15. 奉獻目標 今年的奉獻目標如下，請同心奉獻，使神家有糧，發展聖工。 
 

項目 年度 差傳 神學生 撒馬利亞 信徒進修 

目標  3,800,000  486,100  128,000 15,000 5,000 

累計    225,920   28,500   2,500  1,200  200 

尚欠  3,574,080  457,609 125,500 13,800 4,800 
 

 

16. 上週記錄 
 

出席人數 青崇：26 主日直播：120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十一 感恩 差傳 神學生 慈惠 

各堂獻金 38,800 720 2,000 500 200 

記名奉獻 19 人 2 人 4 人 1 人 1 人 
 

 

17. 下週安排 崇拜 主日‧直播崇拜 

講員 張偉聰先生 

主席 鍾永賢 

司琴 鍾曼姿 

和唱 鍾綺明 

影音 李康傑   許紹軒   直播小組 
 

 

https://qrgo.page.link/oYRnh
https://qrgo.page.link/X9cvx


代 禱 欄 

一 .   敬拜部  

1. 新春崇拜：「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 

     名！」願神更新我們敬拜的心靈，悅納我們所獻的祭！ 

  

二 .  團契部  

1. 新春團拜：「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願神招聚弟兄姊妹 

  一起參加新春網上團拜，發揮創意，表達愛心，互相祝福，共享 

      主恩！ 
 

 

三 .  行政部  
 

1. 新年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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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歲首到年終，願神帥領我們同心合意， 

        興旺褔音，熱心事奉，建立神家！ 

 

四 .  教育部  

1. 受浸課程：「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願神祝福 

          受浸課程的參加者，扎根真理，茁壯成長！ 

 

2. 神 學 生：李潔盈姊妹已經開始新一年的學習，請代禱記念她的學業、實 

習和宣教體驗計劃。代禱事項如下，詳情請瀏覽教會網頁。 
 

a. 求主確立我的心志：心中一直有到未得之民的群體中宣教

的想法，是次海外實必定能大開眼界，但同時也挑戰重重，

因此我更要求主堅固我的心志和熱情，好讓我能看見福音

的需要和堅持到底。 
 

b. 各方面的平衡：接下來會與差會進行緊密溝通，申請手續

繁複而且時間緊迫，加上在 21 年 1 月起又會到另一間教

會實習，需重新適應新環境，這即表示我要同時兼顧申請

差會、學業和實留三方面，希望能有計劃地運用時間，各

部分配合得來。  



c. 家人的適應：雖然我的家人未信主，但感恩他們非常支持

我去海外實習，我從來都未試過離家這樣久，相信我們都

要好好地適應，現在要珍惜跟他們一起的時間。 

 

2. 實習牧者：請代禱支持張偉聰先生在神學院的學習及在本堂的實習！ 

 

五 .  傳道部  
 

1. 福音心志：「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直到地極，作

我的見證。」求神挑旺我們的福音心志，靈裡得力，實踐使命！ 

 

2. 喜 陽 陽：願神祝福喜陽陽宣教士留港休假的生活，讓她與家人和弟兄姊妹

享受美好的團聚，身心重新得力！二月份感恩與代禱事項如下：  

a. 感恩能順利平安回家與親友相聚，有時間處理個人及家庭

的大小事務。 
 

b. 求父保守山村老師們、家長、幼兒及飼養的雞隻身體健康，

賜他們有足夠的抵抗力來抵禦寒冬。 
 

c. 記念山村幼兒園廁所改建工程，期望於三月中能順利進行

施工。 
 

d. 記念兩位學徒能運用這個長假期，把所學的知識和技能來

實踐家庭農場，編寫她們的創業計劃。 
 

e. 求父保守喜陽陽停甲亢藥後的身心靈健康，能每天靠主常

常喜樂。 
 

f. 求父保守喜陽陽於 2 月 22 日回山城前的預備，做核酸檢

測、預訂隔離酒店。當日的交通、天氣、過關入境都能順

利平安，3 月初便能與同工們會合，繼續新一年的服侍。 
 

g. 求父施恩憐憫這世代，令罪人的心悔改歸向祢。求祢保守

各家人在疫情持續，經濟下滑中心裡有平安，不受環境的

變化而遠離主，叫我們的眼目定睛於祢，叫我們的心回轉

歸向祢、順從祢，以免我們得罪祢。 

 

3. 委內瑞拉： 求神保守委內瑞拉每一間華人教會或聚會點，在困難中仍堅守 



 信仰，緊守崗位，留守當地，活出見證，傳揚福音。 

 

六 .  肢體  
 

1. 感謝神帶領 Jason 和 Gigi 進入婚姻，求神祝福他們的婚禮籌備進度和應變

安排！ 
 

2. 翁姑娘將於 2 月 17 日 （年初六）接受一個婦科手術，手術為時 3 小時，

將以傳統開刀方法進行，預計住院 5 日，病假 6 星期。求神保守翁姑娘在

手術前保持良好的身心狀態，帶領手術如期和成功進行，讓翁姑娘和家人

經歷神的平安和恩典！ 
 

3. 求神眷顧身體需要治療及康復的弟兄姊妹和家人，包括：阿卓姊妹的父親、

陳喬萍姊妹、雪萍的媽媽、 Fion 的父親、Cherry 的父親、黎英姊妹、清

泉的媽媽、敏清的爸爸、貴強、Annie 的妹妹。同時，請繼續記念懷孕的

Carrie 姊妹和 Catrina 姊妹！ 
 

4. 求神保守在內地和海外工作、留學的的肢體和家人，願他們在農曆新年格 

 外感受到天父、教會和家人的愛心和支持！ 
 

5. 願神眷顧關先生和何姑娘一家在英國的生活，在疫情中蒙神保守健康，生 

 活、學業和事奉，逐步透過餐館福音事工和學生社區中心，打開福音的門，

 使用他們實現宣教的事奉。 
 

6. 求神保守本堂任職醫療人員的弟兄姊妹，格外保護他們的身心的健康，祝 

 福他們的工作！ 
 

7. 求神安慰工作和經濟受到疫情影響的弟兄姊妹，帶領他們的應變，供應他  

們的需要！ 
 

8. 請代禱支持以利沙團的高考肢體，願他們領受從神而來的動力、智慧和平

安，免除一切不必要的壓力，忠心盡力地溫習！ 

 

七 .  香港疫情  

1. 在農曆新年期間，求神保守市民適當地安排拜年活動，平衡慶祝和防疫。 
 

 

2. 政府將於下週（年初七）有條件放寬防疫措施，容許食肆晚市堂食及每枱最

多 4 人，並於農曆新年假期之後恢復學校的部份面援課堂。請代禱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