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頌主堂        早堂 
九龍本堂主日崇拜 
三年主題︰裝備信徒 

2022尊重多元 追求合一 

2022年 7月 17 日                                第 2837 期 

早堂崇拜事奉人員 序   樂 …………… （主禮人入席） …………… 眾立 

宣  召 ……………… 詩 86:8-10 ……………… 眾立 

頌  讚 …………… 《頌讚主聖名》 …………… 

《盡情的敬拜》 

《充滿主馨香》（恩頌 262 首） 

眾立 

禱  告 ……………………………………………… 眾立 

主禱文 …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馬太福音 6:9-13） 

眾立 

讀  經 …………… 撒下 6 : 1 - 1 5  …………… 眾坐 

證  道 …………… 「神的忿怒」 …………… 眾坐 

回 應 ………… 《主啊！我願意》  ………… 會眾 

禱 告 …………………………………………… 眾立 

報  告 …………………………………………… 眾坐 

三一頌 ……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眾立 

祝  福 ……………………………………………… 眾立 

阿們頌 ……………………………………………… 眾立 

殿  樂 ……………（主禮人退席）…………… 眾立 

   默禱散會．彼此問安    

 

主席 

講員 

領詩 

讀經

司琴 

值理 

接待 

迎新 

 

司事 

影音 

 

黃雪妍 

吳寶英傳道 

敬拜隊 

林傲山 

張婉筠 

馮國樑 

郭海香 

郭沛雄 

陳遠清  

曾玉嬌 

招淑芬 

 

 

  

 
 



 
宣召經文︰詩篇 86:8-10 

8 主啊，諸神之中沒有可與你相比的，你的作為也無以為比。 
9 主啊，你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你，他們要榮耀你的名。 
10 因你本為大，且行奇妙的事，惟獨你是神。 

早堂詩歌:       《頌讚主聖名》 
聖潔至高主，自有永活名字， 
世上沒神明可比，智慧全備。 
施恩拯救我的主，厚愛赦罪寬恕， 
祢是全能上帝，一生的靠倚。 
來敬拜至高主，述說尊貴名字， 
世上沒王權可比，掌管全地。 
施恩看顧我的主，豐足恩惠賞賜， 
世上無人像祢，一生不放棄。 
萬國要高舉榮耀父神，滿喜樂獻歌聲， 
全地要吶喊主聖名當傳頌， 
願獻出一生榮耀父神，靠主讓我得勝， 
迎候國度祢旨意，Hallelujah！ 

「詞曲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獲准轉載。」 

《盡情的敬拜》 
耶穌，聖潔公義救主，彰顯神的智慧能力， 
祢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滿有豐富無窮的恩典。 
耶穌，權柄統管萬有，配得榮耀、尊貴、頌讚， 
我以心靈誠實盡情敬拜，坐在寶座上深愛我的主。 
舉起我的心來敬拜祢，用生命來回應祢的愛。 
哦！我的主，讓我單單在乎祢，盡情地敬拜祢。 

「生命河靈糧堂傳播中心版權所有」 

      《充滿主馨香》（恩頌 262 首） 

1. 願這地方充滿救主馨香，（願這地方充滿救主馨香，） 
願這地方充滿救主馨香，（耶穌可愛的香氣；） 
新生命所獻的祭，發出香氣，在崇拜升起。 

2. 願主教會充滿救主榮光，（願主教會充滿救主榮光，） 
願主教會充滿救主榮光，（耶穌榮耀的光輝；） 
眾信徒衷心敬拜，仰瞻恩主，反映主光輝。 

3. 願我一生充滿救主榮美，（願我一生充滿救主榮美，） 
願我一生充滿救主榮美，（耶穌完善的榮美）， 
充滿我思想、言行；我將一切藉崇拜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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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主題︰裝備信徒            午堂 

2022尊重多元 追求合一 

凡事要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以和平彼此 
聯繫，竭力保持聖靈所賜的合一。（弗 4:2-3） 

 

午堂崇拜事奉人員 序 樂 ………… （主禮人入席） ………… 眾立 

宣 召 …………… 詩 86:8-10 …………… 眾立 

頌 讚 …………… 《頌讚主聖名》 …………… 

《盡情的敬拜》 

《充滿主馨香》（恩頌 262 首） 

眾立 

禱 告 …………………………………………… 眾立 

主禱文 …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馬太福音 6:9-13） 

眾立 

讀 經 …………… 撒下 6:1-15 …………… 眾坐 

證 道 …………… 「神的忿怒」 …………… 眾坐 

回 應 ………… 《主啊！我願意》 ………… 會眾 

禱 告 …………………………………………… 眾立 

報 告 …………………………………………… 眾坐 

三一頌 …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眾立 

祝 福 …………………………………………… 眾立 

阿們頌 …………………………………………… 眾立 

殿 樂 ……………（主禮人退席）…………… 眾立 

   默禱散會．彼此問安    
 

主席 
講員 
領詩 
讀經
司琴 
 
值理
接待 

 
迎新 

 
司事 

 
 

影音 
 

黃卓榮 
吳寶英傳道 
敬拜隊 
趙汝健 
張婉筠 
洪  漩 
何碧玉 
孫蘭蘭 
馮美貞 
梁美梅 
郭仲豪 
馮惠貞 
馬碧珊 
高玉貞 
招淑芬 
胡雪梅 

少崇事奉人員 

主席 
講員 
司琴 
影音 

林恩澤先生 
賈建成長老 
李愷翹 
郭紹祺 

兒童主日學導師 

導師 
 

曾于雯 
余慧盈 
林欣欣 
陳少蘭 
溫佩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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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堂詩歌:       （詩歌見第 2 頁） 

 

證道經文：撒母耳記下 6:1-15 
1 大衛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選的人，共三萬名。 
2 大衛起身，和跟隨他的眾百姓前往，要從巴拉‧猶大那裏
將神的約櫃接上來；這約櫃是以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
和華的名所命名的。 

3 他們將神的約櫃從山岡上亞比拿達的家裏抬出來，放在新
車上；亞比拿達的兒子烏撒和亞希約趕這新車。 

4 他們將神的約櫃從山岡上亞比拿達家裏抬出來，亞希約在
約櫃前行走。 

5 大衛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華面前，隨着松木製造的各樣樂
器和琴、瑟、鼓、鈸、鑼跳舞。 

6 到了拿艮的禾場，因為牛失前蹄 ，烏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約
櫃。 

7 耶和華的怒氣向烏撒發作；神因這冒犯在那裏擊打他，他
就死在那裏，在神的約櫃旁。 

8 大衛因耶和華突然衝出撞死烏撒就生氣，稱那地方為毗列
斯‧烏撒，直到今日。 

9 那日，大衛懼怕耶和華，說：「耶和華的約櫃怎可到我這裏
來呢？」 

10 於是大衛不願將耶和華的約櫃接進大衛城他自己的地方，
卻轉送到迦特人俄別‧以東的家中。 

11 耶和華的約櫃停在迦特人俄別‧以東家中三個月，耶和華
賜福給俄別‧以東和他的全家。 

12 有人告訴大衛王說：「耶和華因約櫃的緣故賜福給俄別‧以
東的家和一切屬他的。」大衛就去，歡歡喜喜地將神的約
櫃從俄別‧以東家中接上來，到大衛城裏。 

13 抬耶和華約櫃的人走了六步，大衛就獻牛與肥畜為祭。 
14 大衛穿着細麻布以弗得，在耶和華面前極力跳舞。 
15 這樣，大衛和以色列全家歡呼吹角，將耶和華的約櫃接了
上來。 

早、午堂回應詩歌:   《主啊！我願意》 
主啊我願意被祢拆下，主啊我願意被祢建立， 
無論是多麼難，無論是多麼苦，我仍願意來到主腳前。 

「詞曲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獲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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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崇拜及聚會安排  
教會開放措施：（5月 19日起放寬至 85%） 
1. 所有進入教會的弟兄姊妹必需掃瞄「安心出行」及「疫苗通行證」。 
 12歲或以上人士：必須已打 3針新冠疫苗 或 接種 2針疫苗
後未滿 6個月 或 新冠康復後未滿 6個月。 

 12歲以下兒童：在家長陪同下豁免「安心出行」及「疫苗通
行證」，否則家長須預先填寫及簽署「申報表」。 

2. 早/午堂崇拜、少年崇拜及兒童主日學實體開放，午堂直播繼
 續維持。 

 
一、 候任本堂 

同工會主席 
介紹 

 同工會一致推薦李建達弟兄為新一任（2023-2025）
同工會主席，請弟兄姊妹代禱，如有任何意見，
請在 7 月 24 日（主日）之前聯絡賈長老。 

二、 主 日 學  「初信班」今日（上午 10:10-11:00）在禮堂後
房間開課。已報名參加者請準時出席。 

三、 信徒裝備系列 
（六） 

 查經︰耶穌基督合而為一的禱告（約 17:1-5、20-26） 
形式︰實體及視像 
日期/時間︰7 月 17 日（主日）下午 2:30-4:00 
（透過團契群組發出連結，不屬團契者，請向幹事報名。） 

四、 週三祈禱會 
（視像） 

 於 7 月 20 日（週三）晚上 7:30 以視像形式進行。
是次祈禱記念伯特利團契。 

五、 主席/領詩/司琴 
交流會 

 請有關弟兄姊妹預時參加（實體及視像形式舉行） 
日期/時間︰7 月 24 日（主日）午堂崇拜後至下午 2:00 
地點：104 室  

六、 兒童主日學 

 

 

 2022 年親子活動日（歡迎弟兄姊妹及新朋友參加）  
日期/時間：8 月 13 日（週六）下午 2:00-4:00    
主題： A「好」Family  
 一個「好」的家庭需要有神家的同行，
 同心敬拜親近主，實踐真理，才能獲得真
 福氣。 
對象： 12 歲或以下兒童家庭 
 （每家庭必須有至少一位家長陪同子女） 
目的： 通過「疫下連結」，與每個家庭共渡一
 個快樂、彼此祝福的下午。 
內容： 唱詩、親子遊戲、做手工、小信息等 
報名： 請於 7 月 31 日（主日）前透過 QR Code 或  
 向張梁恩沛傳道報名。              5 

本堂家事報告  



 
 

七、 家 長 講 座  主題：如何與高小初中青少年溝通 
日期：8 月 21 日（主日）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本堂禮堂 
講員：鄭傳基弟兄（應用心理學實務副教授）

及林傲山姊妹（中學老師） 
對象：本堂初中家長、兒主家長、遊學組家長、

澤安家長 

八、 生 活 營  遊戲與學習小組生活營 
日期：8 月 6-7 日（週六至主日） 
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 

伯特利團及希伯崙團生活營 
日期：8 月 13-15 日（週六至週一）  
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 

九、 安 息 主 懷  李汪國娣姊妹（汪國強弟兄之胞姊）於 6 月
20 日（週一）安息主懷。安息禮拜於 7 月 23 日
（週六）下午 3:00 假基督教墳場教堂（香港
薄扶林道 125 號）舉行，隨即移往火化。求
神安慰其家人。〈敬辭花圈〉 

十、 教 牧 消 息  劉陳寶珊傳道今主日在澤安分堂證道。 

十一、 本週禱告事項   

 1） 記念身體軟弱之弟兄姊妹或其家人︰黃月琴姊妹、區朱秀英姊
妹、譚羅愛玉姊妹（譚潤根弟兄之母親）、胡運儀姊妹、黃蕙
燕姊妹、姚德湧弟兄、文尤偉明姊妹（文嘉麗姊妹之母親）和
陳世曙理事的治療及對主的信心。 

 2） 記念疫情期間，長居院舍及行動不便的長者，求主施恩憐憫。  

 3） 記念下主日崇拜的事奉人員︰  

講員 主席/領詩 讀經 司琴 值理 司事 接待/*迎新 影音 兒童主日學導師 

早 張梁恩沛傳道 

神的靈感動了

「誰」 

士 14:1-16:31  

鄭傳基 林傲山 葉翠珊 馮國樑 曾玉嬌 
文嘉麗 

*鄭禮忠  

*金  碧 
招淑芬 — 

午 李俊豪 譚潤根 汪碧蕙 何碧玉 
馮惠貞 
馬碧珊 
高玉貞 

湯美欣  
胡麗明 

*陳秀慧   

*譚雲慶 

招淑芬 
胡雪梅 

曾于雯 余慧盈 
梁欣欣 陳少蘭  

溫佩儀 

少 

崇 

林恩澤先生 

你有冇朋友?! 

箴 17:9  

羅加軒 — 
劉臻希 
倪  臻 

— — — 陳思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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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4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永恆的盼望》〜  

2022年 8月 1-10日（週一至週三）網上直播，不設現場聚會。 
早堂-研經會（上午 9:00） 講員：柯貝爾牧師 
 主題：明白基督的心 

午堂-講道會（上午 11:00） 講員：李思敬牧師 
 主題：如此我信-使徒信經與舊約神學 

晚堂-奮興會（晚上 7:30） 講員：鮑維均牧師  
 主題：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直播︰www.hkbibleconference.org 

 

 

 

 

一、 

 

 

 

基督教頌主堂公告 
 

 1. 近日來新冠病毒感染個案數字持續回
 升，請各會友切勿鬆懈，謹守各項防疫措
 施和進入處所的相關規定。倘若會友感到
 身體不適或於兩週內接受過強制檢測，請
 通知所屬堂會之教牧人員。 

2. 本堂之午堂主日崇拜直播仍將維持，讓有
 需要的弟兄姊妹可網上崇拜。 

 
 

差傳快訊 — 差程尋 

2022 差傳年會 [識▪鄰舍] 
本年度將舉辦兩項計劃，即日至 20/7 報名，請與幹事聯絡。 

    計劃一：身同感受 -- 體驗貧窮計劃 
    計劃二：喜樂融傭 -- 關顧外傭計劃 

 

 
 

  
 
 
 
 

 

 

 

 
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日期  本堂/兒童（早） 本堂/少崇/兒童/嬰兒（午） 港分 /兒童  澤安 /兒童  總數  

7月 3日 
主日崇拜網上直播，瀏覽︰共 86人/家庭 

58 / 1  89 / 21 / 17 / — 110 / 10  23 /  4 333 

7月 10日 
主日崇拜網上直播，瀏覽︰共 78人/家庭 

82 / 1 136 / — / 21 / 1 112 / 10  28 /  7 398 

座位  220 / 30 / 40 / 10 315 / 30 70 /  8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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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堂會務消息  

 

https://www.hkbibleconference.org/speaker-schedule.html#session2
https://www.hkbibleconference.org/speaker-schedule.html#session3


 

九龍本堂各項聚會  

聚會  對象  時間  聚會  對象  時間  

主日崇拜 

（每月第一週聖餐） 
各界人士 

主日 早堂上午 8:45 

     午堂上午 11:15  

安提阿團契 成年  不定期（分組聚會） 

腓立比團契 成年 第二主日 上午 10:15 

少年崇拜 少年 主日 上午 10:15 以弗所團契 成年 不定期 

兒童主日學 嬰孩、兒童 主日 上午 11:15 加利利團契 青成年伉儷 第四週六 下午 4:30 

成人主日學 各界人士 主日 上午 10:10 迦南團契 青成年 週六 下午 4:30 

祈禱會 信徒 
第四主日 崇拜時段 安得烈團契 青年 主日 下午 2:30 

週三 下午 7:30 約瑟團契 青年 主日 下午 12:30 

差傳祈禱會 信徒 第二週三 下午 7:30 便雅憫團契 大專 主日 下午 12:45 

伯利恆團契 長者 第一主日 午堂崇拜後 伯特利團契 中學至大專 主日 上午 11:00 

迦密團契 婦女 第二及四週三 上午 10:00 希伯崙團契 少年 主日 上午 11:15 

錫安團契 成年 第一主日 下午 2:00 遊戲與學習小組 少年 週六 下午 4:00 

加略團契 成年 第一週六 下午 3:30 野．同行 各界人士 週六 

與主同行小組 成年 第二週二 下午 7:30  

 

每週奉獻 2022 年 7 月 10 日 

項目 九龍本堂（早） 九龍本堂（午） 香港分堂 澤安分堂 總計 

主日奉獻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差傳奉獻   

慈惠奉獻（B）代轉 

本堂裝修奉獻 

1,120.00 

20,335.00 

4,095.00 

3,200.00 

 

1,000.00 

600.00 

22,960.00 

220.00 

16,200.00 

1,900.00 

2,000.00 

92.00 

29,500.00 

1,300.00 

4,400.00 

 

50.00 

120.00 

1,000.00 

 

1,862.00 

72,915.00 

6,615.00 

23,800.00 

1,900.00 

3,000.00 

合計 $29,750.00 $43,880.00 $35,292.00 $1,170.00 $110,092.00 

支票抬頭「基督教頌主堂有限公司」或「Evangelical Chinese Gospel Church Ltd.」 
 

創辦人 沈保羅牧師 

長老 賈建成長老（堂主任）、余聖麟長老 

會計 黎玉蓮姊妹 

九龍本堂 教牧：劉陳寶珊傳道、李永浩傳道、張晉豪傳道、張梁恩沛傳道  幹事：鄧吳少媚姊妹、岑耀榮弟兄 

崇拜： 

地址： 

主日 上午 8:45（早堂）/上午 11:15（午堂） 

九龍深水埗北河街 203-209號二樓 

電話： 
WhatsApp 

電郵：   

2779 3082 傳真：2777 9755 
2779 3082 
reachus@ecgc.org.hk 

香港分堂 教牧：李主宏牧師、李昭寰牧師、吳寶英傳道 福音幹事：何麗嫦姊妹   

崇拜： 

地址： 

主日 上午 10:30 

香港灣仔譚臣道 5-11號信邦商業大廈 2字樓 

（主日崇拜地點 —  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 

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一樓禮堂） 

電話： 

電郵： 

2520 2505 傳真：2520 1197 

hkecgc@netvigator.com 

澤安分堂 教牧：周佩玲傳道        幹事︰李任秀芬姊妹（部份時間） 

崇拜： 

地址： 

主日 上午 10:30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澤安邨華澤樓 11-12室 

電話： 

電郵： 

2779 2211 傳真：2779 5943  

chakon@ecgc.org.hk 

↝ 歡迎登入教會網頁 http://www.ecgc.org.hk 瀏覽會務報告、各堂消息、講道重溫等 ↜ 

mailto:chakon@ecgc.org.hk
http://www.ecg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