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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事奉人員 序  樂 ………… （主禮人入席） ………… 眾立 

宣  召 …………… 詩 7 1 :22- 2 3  …………… 眾立 

頌  讚 …………… 《施恩的主》  …………… 

《頌主權能》（恩頌 47 首） 

《是祢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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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下 1:1-13 ……………… 眾坐 

證  道 ……… 所羅門:尋求建殿的智慧 ……… 眾坐 

回 應 …… 《奉主名作工》（恩頌 362）首 ……… 會眾 

禱 告 …………………………………………… 眾立 

報  告 …………………………………………… 眾坐 

聖 餐 ……… 《我渴想祢》（頌主 372 首） ………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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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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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主題︰擴展疆界 

經文： 
‧ 個人層面︰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福分；我所得的，
你為我持守。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
業實在美好。（詩 16:5-6） 

‧ 神家層面︰要擴張你帳幕之地，伸展你居所的幔子，不要縮
回；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賽 54:2）  

‧ 社區層面︰「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疆界，你的手常與
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代上 4:10） 

宣召經文︰詩篇 71:22-23 
22 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稱謝你，稱謝你的信實！以色列的聖者
啊，我要彈琴歌頌你！ 

23 我歌頌你的時候，我的嘴唇要歡呼；我的性命，就是你所救
贖的，也要歡呼。 

詩歌:               《施恩的主》 
至聖至美無瑕，至偉至尊恩廣， 
施恩的主，無人可媲美，同頌祢恩偉大傳萬世。 
枯乾的心，因祢變歡欣湧泉， 
流淚眼，祢輕抹，不再感悲傷，願每顆的心， 
獻作感恩的祭，傳頌祢，常施恩不變改。 
昨天灰色的心，因祢變色彩天虹， 
沉睡眼，祢輕擦亮，重現光彩，讓每顆的心， 
化作馨香的祭，榮耀祢，全心的獻上。 

「版權屬敬拜者使團所有，獲准轉載。」 

      《頌主權能》（恩頌 47 首） 

1. 我歌頌至高神權能，塑造聳立山峯， 
展開汹湧汪洋大海，建造寬闊天空。 
頌祂智慧安排奇妙，命令眾光普照， 
陽光、星、月遵命順服，日夜看管照耀。 

2. 我歌頌至高神良善，發令創造眾生； 
羣生被主稱為美好，蒙主豐富供應。 
環觀四周皆主奇工，萬有述祂恩典； 
穹蒼、大地，觸目所見，萬象宣祂良善。 

3. 每一花草彰主榮耀，大地顯祂善工； 
暴風醞釀，黑雲密佈是主寶座命令。 
眾生從祂生命得生，蒙祂照顧眷祐； 
人間處處皆主所在，上主統管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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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祢最重要》 

1. 是祢重要，在我的心中最重要，重要是祢！ 
全地其上全賴祢一一創造，是祢親手鋪設宇宙繁星。 
於我祢給我是到底的拯救！頌讚，跪拜！ 
頌讚永歸我主︰頌讚！跪拜！讓我心歸我王。 
於天地裏再找不到比祢好！在我生命裏， 
再找不到一個相比更重要！神是我一生中最深刻最重要！ 

2. 是祢重要，在我的一家最重要，重要是祢！ 
危險、困逼憑藉祢一一過度，是祢恩手使這家溫馨倍添。 
於我這家也屬祢終生歸祢！頌讚，跪拜！ 
頌讚永歸我主；頌讚，跪拜！讓我家歸我王。 
甘心樂意傳頌基督的救恩，讓這家奉獻， 
榮耀都歸於祢皆因祢是愛！神是我一家中最深刻最重要！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證道經文：歷代志下 1:1-13 

1 大衛的兒子所羅門鞏固他的國度；耶和華－他的神與他同在，使
他極其尊大。 

2 所羅門吩咐全以色列，就是千夫長、百夫長、審判官、全以色列
的眾領袖和族長前來。 

3 所羅門率領全會眾往基遍的丘壇去，因那裏有神的會幕，就是耶
和華的僕人摩西在曠野所造的。 

4 只是神的約櫃，大衛已經從基列‧耶琳接到他所預備的地方，因
他曾在耶路撒冷為約櫃支搭了帳幕， 

5 把戶珥的孫子，烏利的兒子比撒列所造的銅壇擺在基遍耶和華的
會幕前。所羅門和會眾求告耶和華。 

6 所羅門上到耶和華面前會幕的銅壇那裏，在壇上獻一千祭牲為燔
祭。 

7 當夜，神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你願我賜你甚麼，你可以求。」 
8 所羅門對神說：「你曾向我父親大衛大施慈愛，使我接續他作王。 
9 耶和華神啊，現在求你實現向我父親大衛所應許的話；因你立我
作這百姓的王，他們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 

10 現在，求你賜我智慧聰明，好在這百姓面前出入；不然，誰能判
斷你這麼多的百姓呢？」 

11 神對所羅門說：「你有這心意，不求資財、豐富、尊榮，也不求滅
絕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長壽；我既立你作我百姓的王，你只
求智慧聰明，好審判我的百姓， 

12 我必賜你智慧聰明，也必賜你資財、豐富、尊榮，在你以前的列
王未曾有過，在你以後也不會再有。」 

13 於是，所羅門從基遍丘壇會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 
       3 



 

 回應詩歌:           《奉主名作工》（恩頌 362 首第 1 及 4 節） 

1. 主，我奉祢聖名作工，盡心履行每天的事， 
惟願一生，心思、言行，以認識祢作我心志。 

4. 我願背負容易的軛，時刻警醒，恆切禱告， 
常以屬天事工為念，邁向將來天國榮耀。 

聖餐詩歌:          《我渴想祢》（頌主 372 首） 
1. 教會將要被提，愁苦轉為歡喜， 
那日來臨，毫無遲疑，不過今朝明夕。 

2. 外面似乎憂慮，內心甘甜如蜜， 
因為我主已經應許：我們與祂同居。 

3. 應該裝飾整齊，等候羔羊婚娶， 
那日喜樂光華無比，有祂已夠滿意。 

4. 為了將來甜蜜，苦難立刻忘記， 
目前景況雖像客旅，轉瞬即享安息。 

  副歌: 主啊，我愛祢！我心渴想祢！ 
為祢，將萬有丟棄，鄙視一切名利。 

 

 

 
 

本堂恢復「實體崇拜」及聚會指引 
由於政府限聚令放寛至宗教團體可八成人聚集。本堂恢復崇
拜及聚會安排： 
1)  5,12/7 維持午堂崇拜（因人手安排等問題） 
2)  5/7 恢復少年崇拜 
3)  19/7 恢復早堂崇拜 
4)  19/7 恢復兒童主日學（小三至小六班級） 
5)  仍會維持午堂直播 

參與聚會者注意事項： 
1. 參與者必須全程佩戴口罩（包括唱詩時）。進入教會時，需

要量度體溫、用消毒搓手液潔手，並需申報： 
 ＊ 14 天內沒有外遊； 
 ＊ 沒有與 14 天內曾離港人士或確診者密切接觸； 
 ＊ 沒有發燒、咳嗽及呼吸急促等病徵（若有，請回家休息並 

 儘快求醫）。 
2. 參與者需注意個人衞生，如厠後請蓋好馬桶沖厠，並用潔手

液清潔雙手。 
3. 不鼓勵在教會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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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家事報告  

 



 

《互愛福音主日》 

講員︰雷子健牧師 
講題︰主啊！離開我（路加福音 5:1-11） 
日期/時間：7月 12日（主日）上午 11:15 

內容︰互愛領敬拜、見證及證道 
Youtube 網上直播︰http://youtube-kln.ecgc.org.hk 

誠邀弟兄姊妹邀請親友參與，同沐主恩！ 

 
一、 本堂執事選舉 

 
 執事選舉結果：有投票權弟兄姊妹總數：177，收
回選票：131；全數 131票均為信任票。 

譚胡麗明姊妹成為 2020-2023 年度的執事，請記念
她的事奉。 

二、 恢復實體  
週三祈禱會 

 7 月 8 日（週三）晚上 7:00 在禮堂舉行，誠邀弟
兄姊妹參加。 

三、 家 事 會 議  於 7 月 12 日（主日）午堂崇拜後舉行，請會眾留
步參與。 
內容︰ 本堂裝修進展  
  會友大會後續跟進 

四、 本週禱告事項   

 1） 記念身體軟弱之弟兄姊妹或其家人︰張金福先生（張林玉姊妹
之家翁）、吳沛超弟兄及麥傑仁弟兄的治療及對主的信心。 

 2） 記念聘請傳道，求主預備。 

 3） 記念本堂招牌維修及鐵閘老化問題的處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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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 
接待 
迎新* 

影音 
主日學 
導師 

雷子健牧師 

主阿！離開我 
路 5:1-11 

謝 寧 
互愛同工 

林頴資 互愛同工 
張婉筠 

歐陽偉強 郭沛雄
何麗霞
曾玉嬌
招淑芬 

— 羅錫琼 

李建達 
*黃卓榮
*何碧玉 

譚偉然 
伍家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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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頌主堂 

公告 
 

 由於政府6月30日公佈限聚令進一步放寬，宗教聚會
塲地由不超過座位之半數提升至八成，各堂會主日
崇拜聚會之安排如下： 
１. 本堂衛生措施（包括滅鼠，滅虱及男洗手間之
 排氣喉改善安裝）經已完成，6月14日（主日）
 經已開始恢復午堂的實體崇拜，但仍維持現塲
 直播給有需要的會友。估計本堂的禮堂和房間
 可容納約240人作主日崇拜聚會。少年崇拜擬定於
 7月5日（主日）開始，早堂及兒童主日學（小三
 至六級）則擬定於7月19日（主日）開始。 

２. 澤安分堂的污水渠及地板維修工程已經完成， 
 6月14日經已恢復實體崇拜。 
３. 香港分堂接獲社聯通知，可以按政府相關規定
 使用場地作教會主日崇拜。教會經多方考量
 後，決定恢復實體主日崇拜，於7月5日（主日）
 上午10:30假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灣仔軒尼
 詩道15號）一樓禮堂舉行。長者主日學、兒童主
 日學及樂園則仍暫停。這是港分自疫情中結束在
 小童群益會後首次在一個新的場所重開主日崇
 拜，請大家禱告中紀念。 

奉獻安排： 

１. 奉獻方法 1)郵寄支票；2)存入銀行；3)銀行轉賬 
２. 基督教頌主堂資料 
 支票抬頭/收款人：基督教頌主堂有限公司 
 收款銀行: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收款賬號: 108-001413-001 
３. 奉獻者資料：（請奉獻者提供以下資料）  
 支票/收據背後(或電郵上)註明： 
 1)分堂，2)姓名，3)聯絡電話，4)奉獻號碼及  
 5)奉獻項目（例如: 什一） 
４. 郵寄或電郵：請郵寄支票致本堂地址，或將入
 賬收據圖片/電子收據電郵致指定電郵戶口，電郵
 主旨須寫上姓名及奉獻號碼 
 地址： 九龍深水埗北河街203-209號新寧大樓
  1字樓會計部收 
 電郵： contribution@ecgc.org.hk 

敬請奉獻者務必提供入票或轉賬收據和奉獻資料， 
否則沒法追蹤下，教會唯有看作不記名奉獻。 

（郵遞需時，週刊登載之數目以收到郵件為準） 

三堂會務消息  

 



 
 
 
 
 
 

差傳快訊 — 差情尋 

差傳祈禱會 

於 7 月 8 日（週三）晚上 7:00 在九龍本堂舉行。 
誠邀弟兄姊妹出席，為宣教士及差傳事工禱告。 

本年度差傳奉獻（預算 1,682,500） 
由 19 年 10 月至 20 年 5 月 
總 收 入 $ 1,077,914 
總 支 出 $ 1,080,722 
支出不敷 $    2,808 
請弟兄姊妹繼續為差傳禱告及奉獻。 

宣教士消息  
 山城美川已平安回到工場，並完成所需隔離，記念他們
的服侍。 

 因疫情關係，劉偉鳴夫婦未能如期回工場服侍，求天父
為他們預備合適時間平安回去。 

緬甸訪宣取消  
原定 11月25日至12月1日（7 天/週三至週二）舉行，現
因全球疫情關係，差委會決定取消。 

 
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日期  本堂/兒童/嬰兒 港分 /兒童  澤安 /兒童  總數  

6月 7日 
主日崇拜改為網上直播，瀏覽︰共 216 人/家庭及現場同工 20 人 

本堂觀看預錄影片︰少崇 14 人，兒童主日學 26 人/Zoom 網上教學 5 人 

6月 14日 
主日崇拜仍有網上直播，瀏覽︰共 159 人/家庭 

本堂觀看預錄影片︰兒童主日學：18 人/Zoom 網上教學 6 人 
   68 /   -  /  1 （未有實體崇拜）      28 /  1  98 

6月 21日 
主日崇拜仍有網上直播，瀏覽︰共 147 人/家庭 

本堂觀看預錄影片︰少崇 10 人，兒童主日學：25 人/Zoom 網上教學 6 人 
  109 /   -  /  1 （未有實體崇拜）      29 /  1 140 

6月 28日 
主日崇拜仍有網上直播，瀏覽︰共 135 人/家庭 

本堂觀看預錄影片︰少崇 8 人，兒童主日學：28 人/Zoom 網上教學 6 人 
  122 /   2  /  1 （未有實體崇拜）      36 /  4 165 

座位   220 /  50 / 10 350 /  75 70 /  8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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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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主日學 嬰孩、兒童 主日 上午 11:15 以弗所團契 成年 每月一次不定期 

成人主日學 各界人士 主日 上午 10:10 加利利團契 青成年伉儷 每月一次不定期 

祈禱會 信徒 
主日 第二及四週 崇拜時段 迦南團契 青成年 週六 下午 4:30 

週三 下午 7:00 安得烈團契 青年 主日 下午 2:30 

差傳祈禱會 信徒 第二週三 下午 7:00 約瑟團契 青年 主日 下午 2:30 

伯利恆團契 長者 第一主日 午堂崇拜後 便雅憫團契 高中至大專 主日 下午 12:45 

迦密團契 婦女 週三 上午 10:00 伯特利團契 中學 主日 中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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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士小組 成年男士 第二週二 下午 7:30  
 

每週奉獻 2020 年 6 月 28 日 

項目 九龍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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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0 
106,750.00 

8,000.00 
15,900.00 

200.00 
4,900.00 

 
19,700.00 

 
19,500.00 

 

90.00 
31,090.00 

1,700.00 
100.00 

5,000.00 
 

970.00 
157,540.00 

9,700.00 
35,500.00 

5,200.00 
4,900.00 

*合計  $ 136,630.00 $ 39,200.00 $ 37,890.00 $ 213,810.00 

*包括五月份郵遞延誤收到之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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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蘭姊妹   

九龍本堂 教牧：劉陳寶珊傳道、倪鄺慧怡傳道、李永浩傳道 幹事：鄧吳少媚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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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ecgc@biznetvigator.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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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www.ecg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