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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Rather,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we are to grow up in every way into him who is the head, into Christ,             
from whom the whole body, joined and held together by every joint with which it is equipped,                            

when each part is working properly, makes the body grow so that it builds itself up in love. 
 

 
 

 
     

 长老会的信仰核心 
          1)              超越的上帝  
        Presbyterian Church reformed heritage             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  
        Our core beliefs                2)              圣道的宣讲 

1) Preeminent God-Centrality of Jesus Christ                 惟有圣经是权威性的 
2) Preaching of the Word-Only Scripture is authoritative  3)                   信徒皆祭司 
3) Priesthood of Believers-All are called to serve    我们被呼召来侍奉 
 
 
Our Confessions                               长老会的信仰告白 
1)  The Apostles Creed        1)             使徒信经              
2)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2)      韦斯敏斯德信条  

 
      长老会荣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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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in Unity with  Christ  

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至十六 

Ephesians 4:·15-16 

主里同心同行 
Walking in Unity with Christ  

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至十六 

Ephesians 4:15-16 

主日崇拜 (华/英)            早上 10点半 
儿童主日学 ( 4-12岁)           早上 10 点半 
中学主日学 ( 12-17岁)                 早上 10点半 
午餐，茶点交通                中午 12点 
成人诗班                   下午 1点 
查经团契 ( 24岁以上 )                        下午 12点 45分 
青少年团契 ( 12-24岁 )    下午 12点 45分 
教会祷告会                    每 个月第二个星期五 
乐龄活动     每周三早上 10点 



 

电脑/投影: 林家韵姐妹 林清萍姐妹         

华语口译员：林慧美姐妹 

 

2020 年 03 月 29 日 

主席: 莊春梅执事  
主日崇拜程序 

13-2020 

    司琴：                   

默    祷 序乐 
11 恳求圣父来临（H14）  
Come, Thou Almighty King   

宣    召 主席 Psalm 诗 100:1-2 

赞 美 诗 众立 
你真伟大（H23） 

How Great Thou art! 

祷    告 主席 主 祷 文 

恭读经文 主席/会众 Psalm 诗 130 

 众立 
 

荣耀颂 Gloria Patri 
 

宣    告 主席/会众 使 徒 信 经 

恭读经文 林慧芳长老 John  约 13:34-35 

证    道 李树杨牧师 彼此相爱 Love One Another 

回应诗歌  众立 
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Let Us Love 

 众立 三一颂 Doxology 

祝    祷 李树杨牧师  

 众立 阿们颂 Amen 

会闻家讯 林国源传道/主席 教会代祷/每月金句 

平安散会 殿乐 
愿主赐福看顾你(H 封底内页)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会 闻 家 讯  
 

1) 感谢李树杨牧师今早莅临本堂证道。 
2) 05/04（下主日），讲师: 洪茂祥牧师，讲题:『放心不要怕』,经文: 太 14:23-33，

请为讲师及此聚会祷告，并预备心来敬拜主。 

3) 本堂响应政府的要求，由本主日至30/04，暂停教会崇拜聚会。在这期间教会将会

提供主日 YouTube Live 网上直播崇拜，会众可以在家透过教会 WhatsApp 群组所

提供的链接进入 YouTube Live 网上直播同步参与主日崇拜。 

4) 有关奉献事宜，教会鼓励弟兄姐妹可以透过： 

a. 直接将奉献存入教会荣光堂银 DBS 银行户口号码，0140031030，YUNG KWANG 

PRESBYTERIAN CHURCH，(现金、支票、电子转账)，或 

b. 邮寄划线支票给教会，YUNG KWANG PRESBYTERIAN CHURCH，或 

c. 将每周的奉献预留着，下次回到教会参加崇拜时才交给教会财政、放入奉献箱

或放入奉献袋。 
 

 

本月经文背诵 （太 4:3-10）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                    马太福音 Matthew 4:3-4   
And the tempter came and said to him...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马太福音 Matthew 4:5-7   
Then the devil took him to the holy city...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马太福音 Matthew  4:8-10 
Again, the devil took him to a very high mountain... 
 
 

每周反思：（参考：夏忠坚，成长人生：我活着是为成长） 

 

经文：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弗6:13） 
 

操练： 

思想：思想你与魔鬼所曾有过的近身接触。。。 
 

默想：默想抵挡魔鬼的「致胜之道」 
 

宣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葡 萄 园        

           

2020年 04月 05 日  大斋节第六主日 / 棕树主日 

主  席 沈秀凤长老 司  琴  

讲  师 洪茂祥牧师 领  诗  

收奉献   读  经  沈秀凤长老 

诗篇 Psalm 诗 31:9-16 新约 Philippians 腓 2:5-11 

旧约 Isaiah 賽 50：4-9a 福音书 Matthew 太 27:11-54(26) 

2020年 04月 12 日  主复活主日 

主  席 吴雪莉长老 司  琴  

讲  师 陈福长牧师 领  诗  

收奉献   读  经  吴雪莉长老 

诗篇 Psalm 诗 118:1-2,14-24 新约 Acts 徒 10:34-43 

旧约 Jeremiah 耶 31:1-6 福音书 Matthew 太 28:1-10 

2020年 04月 19日  主复活第二主日 

主  席 陈金生执事 司  琴  

讲  师 王建枝牧师 领  诗  

收奉献   读  经  陈金生执事 

诗篇 Psalm 诗 16 新约 1 Peter 彼前 1:3-9 

旧约 Acts 徒 2:14a，22-32 福音书 John 约 20:2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