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頌主堂     午堂 
九龍本堂主日崇拜 
全年主題︰擴展疆界 

 

2020 年 2月 16 日                                 第 2711 期 

午堂崇拜事奉人員 序  樂 ………… （主禮人入席） ………… 眾立 

宣  召 ……………… 詩 34:8-9  ……………… 眾立 

頌  讚 …… 《我們稱頌上主》（恩頌 45 首） …… 

《主如明亮晨星》  

《因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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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 11:27-12:9 ……………… 眾坐 

證  道 …………… 尋找他鄉的故事 …………… 眾坐 

回 應 ……………… 《每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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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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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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9 
8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
福了！ 

9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 
 

午堂詩歌:        《我們稱頌上主》（恩頌 45 首） 

我們稱頌上主，來振奮歌唱； 
我們尊崇上主，最好的獻君王； 
將心底的愛，傾盡獻主前， 
心心相應同呼喊；「阿爸、聖父。」 
幫助我們敬拜得蒙你喜悅， 
傾盡力量吐心意：「主，我愛你。」 

《主如明亮晨星》 
1. 當我在黑暗痛苦絕望中，有一曙光明照在我心， 
祂是那稱為奇妙的救主，捨棄天上榮華為我降生， 
祂又為我被釘在十字架，情願受苦洗淨我的罪， 
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亞，從今後永不會再絕望。 

2. 救主耶穌基督被接升天，祂去原為我預備地方， 
就必再來接我到祂父家，永遠與主同在到千萬年， 
到那時再沒有痛苦悲傷，只有甜美快樂的笑容， 
眾聖徒同集在明亮聖城，滿心歌頌讚美主大恩。 

 副歌: 祂仁慈善良的愛，領我衝破狂風巨浪， 
   主如一顆明亮的晨星，帶給我無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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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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信》 

憑信，他離別吾珥；因信，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 
贏到祝福、換了名字； 

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 
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 

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 
憑信放聲呼喊，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裏靜待， 
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同尋着了應許；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角聲使團版權所有」 

證道經文：創世記 11:27-12:9 
11:27-32 

27 這是他拉的後代。他拉生亞伯蘭、拿鶴和哈蘭；哈蘭生
羅得。 

28 哈蘭死在他父親他拉的面前，死在他的出生地迦勒底的
吾珥。 

29 亞伯蘭、拿鶴各娶了妻。亞伯蘭的妻子名叫撒萊，拿鶴
的妻子名叫密迦，是哈蘭的女兒。哈蘭是密迦和亦迦的
父親。 

30 撒萊不生育，沒有孩子。 
31 他拉帶着他兒子亞伯蘭和他孫子，哈蘭的兒子羅得，以

及他的媳婦，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一同出了迦勒底的吾
珥，要往迦南地去；他們來到哈蘭，就住在那裏。 

32 他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年，就死在哈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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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 

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
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2 我必使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使你的名為大；你
要使別人得福。 

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給他；詛咒你的，我必詛咒他。
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 

4 亞伯蘭就遵照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得也和他同去。亞
伯蘭離開哈蘭的時候年七十五歲。 

5 亞伯蘭帶着他妻子撒萊和姪兒羅得，以及他們在哈蘭積
蓄的財物、獲得的人口，往迦南地去。他們就來到了迦
南地。 

6 亞伯蘭經過那地，直到示劍地方，摩利橡樹那裏；當時
迦南人住在那地。 

7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
亞伯蘭就在那裏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8 從那裏他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山，支搭帳棚；西邊是伯
特利，東邊是艾。他在那裏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求
告耶和華的名。 

9 後來亞伯蘭漸漸遷往尼革夫去。 

午堂回應詩歌:            《每一天》 

1. 每一天所度過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勝過試煉； 
我倚靠天父週詳的供應，我不用再恐慌與掛念。 
祂的心極仁慈無可測度，祂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不論憂或喜祂慈愛顯明，勞苦中祂賜安泰。 

2. 每一天主自己與我相親，每時刻賜下格外憐憫； 
我掛慮主願安慰與擔當，祂的名為策士與權能。 
祂保護祂的兒女與珍寶，祂熱心必要成全這事， 
〝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這是祂向我應許。 

「選自《青年聖歌》綜合本 II集，第 120 首，蒙宣道出版社允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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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頌主堂（九龍本堂）公告 

本堂主日崇拜改為網上直播。 

（少年崇拜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主日崇拜直播時間：上午11時15分 

（直播後，將刪除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F0plm7qsu0N4q7rT
2qFfw 

https://www.facebook.com/%E5%9F%BA%E7%9D%A3%E6%9
5%99%E9%A0%8C%E4%B8%BB%E5%A0%82-%E4%B9%9D%E
9%BE%8D%E6%9C%AC%E5%A0%82-112345376991884/ 

崇拜周刊可到本堂網頁下載： 

https://www.ecgc.org.hk/sunday_worship_service 

除主席，領詩，司琴，講員及音響控制外，其他事奉人
員毋須出席崇拜！ 

奉獻安排： 

1) 郵寄支票(支票抬頭：基督教頌主堂有限公司) 

2) 存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號碼:108-001413-001，
 並寄回收據。(請保留影印本，以防寄失。) 

請在支票或收據背後註明分堂、姓名、聯絡電話及奉獻
項目 

(郵寄地址：九龍深水埗北河街203-209號新寧大廈1字
樓 會計部收) 

(郵遞需時，周刊登載之數目以收到郵件為準。) 

如有查詢，可致電本堂 2779 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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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家事報告  



 
 
 
一、 同 工 離 職  幹事李小虹姊妹於試用期滿後決定離職，2 月 21

日（週五）為最後上班日。願主帶領姊妹的前路。 

二、 本週禱告事項   

 1） 記念身體軟弱之弟兄姊妹或其家人︰鄭馬小貞姊妹（陳玲姊妹

之媳婦）的治療及對主的信心。 

 2） 記念聘請傳道，求主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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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 

接待 

迎新* 
影音 

主日學 

導師 

午 倪鄺慧怡傳道 

掃羅-忠實 

回應召命 

撒上

9:1-10:27 

陳秀慧 

 

— 蘇思蒂 — — — — 
余錦城 

羅育彬 
— 

 

 

 

 

本堂裝修代禱事項︰ 

請為影音及消防工程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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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督教頌主堂 
公告 

 

 有鑑於疫情漸趨嚴峻，經理事及長老商討後，  
教會現宣佈暫停二月份主日崇拜（16/2，23/2）
及其他聚會。 

二、 家 人 離 世  本堂郭黃珠女士（郭金喜弟兄之母親）於 1 月
19 日（主日）離世，於 2 月 17 日（週一）下
午 5:00 假九龍殯儀館地下景賢堂設靈。求神安
慰其家人。 

 
 
 

差傳快訊 — 差情尋 

2019 年 10-12 月差傳收支報告 

收入 522,206/支出:386,439/餘額 135,767 
請繼續以禱告及奉獻支持差傳事工 

柬埔寨訪宣  

日期︰8 月 11-16 日（6 天/週二至主日） 

團牧︰倪鄺慧怡傳道 

緬甸訪宣   

日期︰11月 25日至 12月 1日（7 天/週三至週二） 

（詳情容後公布）＊請預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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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日    47 /   1  117 /   4 /   -    84 /   8   22 /  1 284 

2月 9 日    43 /   -  100 /   3 /   -    85 /   8   19 /  - 258 

座位   220 /  50 /  10   350 /  75   70 /  8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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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堂會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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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及三 週六下午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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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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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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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代轉 
本堂裝修奉獻 

660.00 
12,150.00 

1,900.00 
100.00 

3,700.00 
 

200.00 

845.00 
91,335.00 

7,120.00 
500.00 

14,750.00 
4,200.00 
6,000.00 

 
20,200.00 

1,500.00 
 

900.00 
 
 

10.00 
780.00 

 
 
 
 
 

1,515.00 
124,465.00 

10,520.00 
600.00 

19,350.00 
4,200.00 
6,200.00 

合計 $ 18,710.00 $ 124,750.00 $ 22,600.00 $ 790.00 $ 166,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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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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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助理︰潘子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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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駱克道 3號小童群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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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