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智 安 弟 兄 安 息 禮   
2022年1月21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聖 安 德 烈 堂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38號）

讀經

祈禱 ：聖安德烈堂牧師
主席 ：陳如意傳道、羅偉昌傳道
司琴 ：吳嫦菁姊妹（鋼琴）、 胡一新弟兄（中提琴）
詩班 ：宣道會沙田堂獻唱小組

平 安歸隊

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為甚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 詩篇 22:1

祈禱

聖安德烈堂牧師

眾立

慰勉

孫國鈞牧師

眾坐

宣召

約翰福音11章25節

眾立

唱詩

【這一條路】

眾立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我走過最幸福的路，是跟隨的路，
讓你的手引導生命的每一步。
我走過最喜樂的路，是依靠的路，
把每一天交給你的心來眷顧。
捨己，確更加寬闊，放手，卻更加穩妥，
超乎想像，精彩豐富，
我跟你走的這一條路。

啟示錄21章4節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唱詩

【讚美我上主】

眾立

讚美我上主，並歌頌祂的名。
讚美我上主，祂復活我生命。(x3)

陳 智 安 弟 兄
1964.7.12 - 2022.1.1

眾坐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提摩太後書 4:6-8

主禮及祝福 ：孫國鈞牧師

任 務 完 成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哥林多前書 4:2

致謝及報告		
祝福

生命展影

眾坐

懷緬與禮讚		

眾坐

眾坐

孫國鈞牧師

眾立

靈柩隨即奉移富山火葬場火化

陳 智 安 弟 兄 火 葬 禮   
2022年1月21日（星期五）下午4時 45分

慰勉
獻唱

富 山 火 葬 場

Going home, going home, I'm just going home.
Quiet light, some still day, I'm just going home.
It's not far, just close by, through an open door.
Work all done, care laid by, going to fear no more;
mother's there expecting me, father's waiting, too.
Lots of folk gathered there, all the friends I knew,
all the friends I knew, I'm going home.

（新界大圍下城門道）

主禮：孫國鈞牧師
宣召

主席：陳如意傳道

啟示錄21章4節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我曾經在這世上活過，
發現上主在我身上成就大事。
祈求上主使我
完成今天交付的工作，
專心一致不負所托。

讀經

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
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 羅馬書8:38-39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 提摩太後書4:7-8

1964.7.12 - 2022.1.1

Morning star lights the way, restless dream all done,
shadows gone, break of day, real life just begun.
There's no break, there's no end, just a living on;
wide awake with a smile, going on and on.

【耶和華是愛】
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
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同渡每一天。
耶和華是愛，在困境中祂保守引牽，
神為我擺設豐足的恩惠，在危難也不會變。
在世間主恩與共，祂的愛存在常無盡，
神為我施恩惠，保守勉勵，共同渡此世。
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
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裡，在危難也不會變。

有能力、振奮的心

陳 智 安 弟 兄

Nothing's lost, all's gain, no more fret nor pain.
No more stumbling on the way, no more longing for the day,
going to roam no more.

祈禱
唱詩

他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
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
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 啟示錄21章6-7節

【Going Home】

Going home, going home, I'm just going home.
It's not far, just close by, through an open door.
I am going home. Going home, going home.

默念
祈禱
獻花
火葬禮
唱詩

【耶穌領我】

1. 有時遭遇困苦憂傷，有時心中喜樂歡暢；
		 風平浪靜，或起狂波，有主耶穌時常領我。
（副）
2. 我願緊握恩主聖手，甘心樂意隨主行走；
		 無論何事知足快樂，因有耶穌時常領我。
（副）
3. 當我走完一生路程，靠主恩典完全得勝；
		 死亡冷河我不怕過，因有救主耶穌領我。
（副）
（副） 耶穌領我，日日領我，耶穌恩主親手領我；
			
我願忠誠跟主腳蹤，因蒙我主親手領我。
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