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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經文︰詩篇 67:3-4 

3 神啊，願萬民稱謝你！願萬民都稱謝你！ 
4 願萬族都快樂歡呼；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地上的萬族。 

早堂詩歌:            《榮耀歸於真神》（恩頌 66 首） 

1. 榮耀歸於真神，祂親成奇工！賜祂獨生愛子，施恩救羣生， 
主贖罪捨生命，永生門敞開，人皆可以進來嘗天家的愛。 

2. 主寶血的救贖，全備的救恩！是真神的應許，是信徒福分； 
縱你罪惡滿盈，若相信耶穌，立刻必蒙赦免，罪污得清除。 

3. 上主成就大事，賜我們救恩，眾心靈因信主皆歡樂振奮； 
日後見主聖容，更驚喜歡欣，身心聖潔完全，頌恩、稱謝神！ 

副歌: 讚美祂！讚美祂！天下聆聽佳音！讚美祂！讚美祂！ 
 歡樂歸於萬民，前來投靠天父，信靠主耶穌， 
 因祂作成大事，榮光歸上主。 

《心曲》 

1. 慈愛天父，憐憫之父，在祢恩座前我衷心傾訴。 
求祢施恩潔淨我罪，使我得接近祢恩光。 

2. 求祢洗淨我心中思念，俗世多險惡我不堪抵抗， 
求祢恩光普照引導，使我得遠離罪惡。 

   副歌: 神啊！我衷心交託，全心將救主仰望。 
 尋着祢恩光心得盼望，恩主請祢垂念我。 

3. 蒙祢恩待我感恩不斷，願我一息尚存也將身心相獻； 
求祢施恩潔淨接納，我願一世隨着祢。 

「詞曲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獲准轉載。」 

       《抓緊基督》（2021 本堂主題曲） 

一切虛妄污穢充滿世間，黑暗將要把你我拘禁， 
此際心裏不禁畏懼戰兢，似沒盼望。 

主說不要驚怕快來就光，盡意盡力盡性地愛神， 
只要相信主已死而復生，已成就救恩。 

今天懇請聖靈光照，將心敞開結連於祢， 
竭力要向上，為着召命獻心。 

抓緊基督，探求真理，堅守福音，哪怕困難？ 
面對衝擊挑戰，我願竭力遵我主，一生不變。 

「本堂敬拜部創作」 

早堂回應詩歌:    《我知誰掌管前途》 

我知誰掌管前途，我知祂握着我手； 
在神萬事非偶然，都是祂計劃萬有。 
故我面臨的遭遇，不論大小的難處， 
我信靠行奇事的神，一切交託主。 

2                    「選自《生命聖詩》第 283 首，蒙宣道出版社允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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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
胸，又用和平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弗 6: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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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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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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堂詩歌:       《獨一的真神》（恩頌 28 首第 1-2 及 4 節） 
1. 不朽滅，不可見，獨一的真神，深藏在光明裏，人不得靠近； 
比亙古先存在，永全能尊榮，得勝主，祂聖名獨當得稱頌。 

2. 不遲緩，不急忙，如光般悄靜，不缺乏，不浪費，祢施恩執政； 
祢公義必確立，如峻峭山巒，天上雲皆是祢慈恩的泉源。 

4. 生命主，威嚴主，純光之聖父，天使們尊崇祢，齊謙恭掩目； 
助我們稱頌祢，存敬畏心靈，因祢住光明裏，顯光輝、威榮。 

        《尊主為大》（恩頌 79 首） 
榮光歸與主，尊祂為大！主善工完美，所作的全公正； 
榮光歸與主，尊祂為大！主善工完美，所作的全公正； 
主堅守祂諾言，祂施公義恩愛，充滿公義慈恩。 
主堅守祂諾言，祂施公義恩愛，充滿公義慈愛。 

     《主是磐石》（恩頌 75 首） 
1. 主是磐石，堅固盾牌，急難時幫助，親同在，我們不怕山崩地震， 
縱山巒傾覆撼海心，任憑海洋翻騰澎湃，地心潛力傾發耗盡。 
我們上帝是堅固臺，萬軍之主必常同在。 

2. 上帝所居君王城中，生命活水湧流不停；蒙主永居，不致傾覆， 
曙光臨到必蒙援助；萬民列國爭鬭殘殺，上主發聲，天地熔化； 
我們上帝是堅固臺，萬軍之主必常同在。 

3. 環顧四周荒涼大地，觀看上帝大能作為！折斷刀槍，干戈停息， 
戰車焚毀，焦土無際；主是上帝，肅靜跪拜！ 
榮耀屬祂，尊祂權威！我們上帝是堅固臺，萬軍之主必常同在。 

證道經文：詩篇 71:1-3，12-24 
1 耶和華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2 求你憑你的公義搭救我，救拔我；側耳聽我，拯救我！ 
3 求你作我常來棲身的磐石，你已經吩咐要救我，因為你是我的巖石、
我的山寨。 

12 神啊，求你不要遠離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幫助我！ 
13 願那與我為敵的，羞愧滅亡；願那謀害我的，受辱蒙羞。 
14 我卻要常常仰望，並要越發讚美你。 
15 我的口要終日述說你的公義和你的救恩，因我無從計算其數。 
16 我要述說主耶和華的大能，我單要提說你的公義。 
17 神啊，自我年幼，你就教導我；直到如今，我傳揚你奇妙的作為。 
18 神啊，我年老髮白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我！等我宣揚你的能力給下
一代，宣揚你的大能給後世的人。 

19 神啊，你的公義極高；行過大事的神啊，誰能像你？ 
20 你是叫我多經歷重大急難的，必使我再活過來，從地的深處救我上來。 
21 你必使我越發昌大，又轉來安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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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我的舌頭也必終日講論你的公義，因為那些謀害我的人已經蒙羞受辱了。 
4               



午堂回應詩歌:           《你們是世上的鹽》 
1. 你們是世上的鹽，神子民：建立主國王權！ 
發揮效用—生命素質，生活在主之城！ 

2. 你們是世上的光，神子民：彰顯上主之城！ 
光輝聖潔照耀此世，發光為主之城！ 

3. 你們是聖道的種子，主民：引進主國統治！ 
憐恤、公義、生機旺發，生長在主之城！ 

4. 我們是有福的客旅，主民！歸向主國王權！ 
樂走主道，盼望家鄉，愛是上主之城！ 

副歌: 實踐上主的治理：恩典、平安、憐恤； 
 實踐上主的治理：公義上主之城！ 

「選自《普天頌讚》第 544 首」 

 
  
 
 

 本堂崇拜及聚會安排   

因應政府放寬宗教場所聚會人數上限為可容納人數的 30%，安排如下： 
1. 恢復實體早堂及午堂崇拜，同時維持午堂崇拜直播。（參加實體
崇拜者，請透過網上或致電本堂報名參加。） 

2. 恢復實體少年崇拜（時間︰上午 9:00）。 
3. 兒童主日學維持錄播及視像進行。 
4. 祈禱會維持以視像進行。 
5. 除伯利恆團外，可以恢復實體團契等聚會。  

《互愛福音主日》 
講員︰雷子健牧師 

講題︰你跟從我來（馬可福音 2:13-17） 
日期：7月 11日（主日） 

 時間：早堂-上午 8:45 / 午堂-上午 11:15（午堂網上直播） 
內容︰互愛學員獻詩、見證及證道 

誠邀弟兄姊妹邀請親友赴會，同沐主恩！ 

 
一、 感恩見證祈禱會 

（逢第四週三） 
 於 6 月 23（週三）晚上 7:30 以視像形式進行。 

二、 信徒裝備系列 
（七） 

 《專題：苦難》 
形式︰以視像形式進行 
日期：7 月 15 日（週四） 
時間：晚上 8:30-10:00 
（透過團契群組發出連結，不屬團契者，請向幹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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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團 契 講 座  於 7 月 18 日（主日）下午 2:00-3:30 在禮堂舉行，
歡迎參加。 
主題：照顧者心理健康 
講員：聖雅各 656 照顧者好幫搜社工-鍾先生 

四、 本週禱告事項   

 1） 記念身體軟弱之弟兄姊妹或其家人︰劉松弟兄和吳潔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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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念聘請傳道，求主預備。         

 4） 記念下主日崇拜的事奉人員︰  

講 員 主席/領詩 司 琴 值 理 司 事 接待/迎新* 影 音 主日學導師  

早
堂 

岑維成先生 

撒種的比喻 

路 8:4-18 
 

鄭傳基 郭家豐 歐陽偉強 姚麗貞 
楊秀嫻 
*陳遠清 

黃偉洪 
羅振威 

— 

午
堂 

 

 

呂佳丞 江佩娟 伍玉霞 方國燕 
陳劍芸 

胡雪梅  
*郭仲豪 

譚偉然 
馮國樑 

視 像 
李少峰 

梁恩沛姑娘  

 

錄 播 
梁恩沛姑娘  

陳以昕 何瑋恩  

廖麗茵 劉家慧  

利文鳳 林欣欣 

少
崇 

何惠民姊妹 
獄中的約瑟  
創 39:20-23, 

40:1-15, 20-23 

劉臻善 劉臻希 — — — 倪 睿 — 

 

 
 
 

一、 
 
 
 
 
 
 
 
 
 

基督教頌主堂 
公告 

 

 鑑於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緩和，3月31日起政府放寬宗教
場所聚會人數上限為場地容納量的30%。因此，教會
三堂主日崇拜將有以下安排： 
(1) 11/4(日)起九龍本堂恢復實體早堂和午堂崇拜，同時
 維持午堂網上直播。2/5起恢復實體少崇（時間︰上
 午9:00）。敬請弟兄姊妹先行報名，以便安排。 
(2) 18/4(日)起澤安分堂恢復實體主日崇拜。 
(3) 有關香港分堂主日崇拜，接到社聯的通知，教會可依照
 社聯最新租用場所之放寬規定，於11/4(日)起恢復使
 用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一樓禮堂作主日崇拜聚會。 
(4) 雖然近期疫情似乎有所紓緩，大家務必時刻提高抗
 疫意識，嚴格遵守衛生防疫措施。弟兄姊妹如感到
 身體不適，應留在家中休息並通知所屬堂會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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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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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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網上聖餐  請弟兄姊妹聯絡教牧後可以到堂會領取及登記當日
所需的餅和杯，以便一同在網上崇拜中記念主。 

三、 安息主懷  港分何惠珠姊妹於5月29日（週六）安息主懷。安息禮拜
於 6月 26日（週六）上午 10:30假大圍寶福紀念館 3 樓
福壽堂舉行。隨即前往火葬場火化。求神安慰其家人。 

 
差傳快訊 — 差呈尋 

宣教士代禱︰東非—劉偉鳴夫婦 
Pakwach 封鎖後 8 天，短短幾天有兩條村在爆發疫情，已過 100 宗確
診個案。據官方數字，每天都超過 1000 宗確診，與其他國家相比數
字不高，但其醫療體系已不能應付。輕症在家服藥和隔離，重症才安
排到醫院，但有設備的床位不多。求主憐憫當地的村民，那裡沒有醫
院，沒有足夠藥物，沒有資訊教育，只有很多寶貴的生命。 
也請記念在首都的多個香港宣教士家庭和群體。其中有一家三口的其
中兩人確診，在醫療中。 

《柬埔寨服侍︰兒童影片錄製》 
由於疫情關係，我們未能親身去到柬埔寨參與訪宣，但可錄製一系列
以聖經/福音為題材的影片（4-5 段），供當地中心播放給小孩看。故
此現正招募影音技術員（包括︰錄影、剪片…等）及編製教材員
（小組編製及教導）一同參與錄製。 
統籌：劉陳寶珊傳道 語言：英語（當地同工在播放時翻譯為柬語） 
報名：請向各堂幹事報名 截止：6 月 27 日（主日） 
製作：7 月至 8 月 15 日  

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日期 本堂/少崇/兒童（早） 本堂/兒童/嬰兒（午） 港分 /兒童  澤安 /兒童  總數  

6月 6日 
主日崇拜網上直播，瀏覽︰112 人/家庭 

本堂-兒童主日學：錄播 14人/ Zoom（P2-P6）10人 
39  /  13  /  1   85 /  3  / —    73 /   5  #23 /  1 243 

6月 13日 
主日崇拜網上直播，瀏覽︰90人/家庭 

本堂-兒童主日學：錄播 16人/ Zoom（P2-P6）10人 
57  /  —  /  4  *88 /  3  / —   100 /   9    22 /  — 283 

座位 220 /  30 /  40 /  10   315 /  30   70 /  8 723 

*同一時段，現場總人數不超過 90 人。 ＃崇拜時，幹事外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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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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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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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約瑟團契 青年 主日 下午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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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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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堂奉獻 
差傳奉獻 
慈惠奉獻 
慈惠奉獻（B）代轉 

140.00 
28,725.00 

3,300.00 
100.00 

9,900.00 
1,000.00 
2,500.00 

220.00 
9,350.00 

10.00 
 

1,000.00 
500.00 
500.00 

240.00 
43,000.00 

4,600.00 
 

17,000.00 
 

3,000.00 

100.00 
6,045.00 

700.00 
 

3,500.00 
 
 

700.00 
87,120.00 

8,610.00 
100.00 

31,400.00 
1,500.00 
6,000.00 

合計 $ 45,665.00 $ 11,580.00 $ 67,840.00 $ 10,345.00 $ 135,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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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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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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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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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