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頌主堂 

九龍本堂主日崇拜 
全年主題︰擴展疆界 

 

2020 年 4 月 19 日                                 第 2720 期 

崇拜事奉人員 序  樂 ………… （主禮人入席） ………… 眾立 

宣  召 ……………… 詩 36:5-6  ……………… 眾立 

頌  讚 ………… 《叫我抬起頭的神》  ………… 

《靠主引導》（恩頌 350 首） 

《黑夜終必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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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撒上 1 6:1 -1 3  …………… 眾坐 

證  道 ……………… 神的揀選 ……………… 眾坐 

回 應 … 《求主教我走祢道路》（恩頌 423 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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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6 
5 耶和華啊，你的慈愛上及諸天，你的信實達到穹蒼， 

6 你的公義好像高山，你的判斷如同深淵；耶和華啊，人民、
牲畜，你都救護。 

 詩歌:             《叫我抬起頭的神》 

耶和華是我的主，必不至動搖。 
有耶和華的幫助，還要懼誰呢？ 
耶和華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 
有耶和華作我旌旗，必全然得勝。 
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是我的榮耀， 
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 
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我們必歡呼。 
祢是我的磐石我的幫助。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允准使用」 

       《靠主引導》（恩頌 350 首） 

1. 若憑信心，靠主親引導，將一切事交託上主，  
環境變遷，縱你經風暴，祂必扶持，與你同度。  
主愛不遷，堅定可靠，祂是磐石，永不動搖。  

2. 煩燥的心，當靜思主愛，欣守盼望，遵祂意旨，  
惟接受祂恩典的安排，仁愛的主察透萬事。  
凡你所需祂皆悉察，祂親揀選你歸屬祂。  

3. 祈禱、高歌，遵行祂話語，忠於本分，忍耐持守，  
你信靠祂恩言的應許，必經歷主，諾言成就。  
危難之中，祂不撇棄，真誠信主，祂必護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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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終必過去》 
1. 世間昏暗，願有點燭光，燃亮心底盼望； 
無盡旅途，仍信會有終點，再艱苦也能擋。 

2. 縱使飄泊，但有主應許，疲乏者得靠岸； 
始終相信，神祢永遠掌管，讓我輕看禍困不安。 

3. 永久不變，耀眼的真光，原是一生盼望； 
渴想得見，神國這裏彰顯，此刻心裏沒有驚慌。 

 副歌: 黑暗終必過去，消散似風吹， 
 罪惡張狂顛覆錯對，祢未允許！ 

 抬頭彷彿充斥烏雲，天空在流淚， 
（我總相信平安在乎主！） 

 我都相信平安是藏於祢的手裏。 
「詞曲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獲准轉載。」 

證道經文：撒母耳記上 16:1-13 

1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我既厭棄掃羅作以色列的王，你
為他悲傷要到幾時呢？你將膏油盛滿了角；來，我差遣
你到伯利恆人耶西那裏去，因為我在他兒子中已看中了
一個為我作王的。」 

2 撒母耳說：「我怎麼能去呢？掃羅一聽見，就會殺我。」
耶和華說：「你可以手裏牽一頭小母牛去，說：『我來是
要向耶和華獻祭。』 

3 你要請耶西來一同獻祭，我會指示你當做的事。我對你
說的那個人，你要為我膏他。」 

4 撒母耳遵照耶和華的話去做，來到伯利恆，城裏的長老
都戰戰兢兢出來迎接他，有人問他說：「你是為平安來
的嗎？」 

5 他說：「為平安來的，我來是要向耶和華獻祭。你們要
使自己分別為聖，來跟我一同獻祭。」撒母耳把耶西和
他眾兒子分別為聖，請他們來一同獻祭。 

6 他們來的時候，撒母耳看見以利押，就心裏說，耶和華
的受膏者一定在耶和華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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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只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
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 

8 耶西叫亞比拿達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說：「耶和華
也不揀選他。」 

9 耶西又叫沙瑪經過，撒母耳說：「耶和華也不揀選他。」 
10 耶西叫他七個兒子都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對耶西
說：「這些都不是耶和華所揀選的。」 

11 撒母耳對耶西說：「你的兒子都在這裏了嗎？」他說：「還
有一個最小的，看哪，他正在放羊。」撒母耳對耶西說：
「你派人去叫他來；他若不來這裏，我們必不坐席。」 

12 耶西就派人去叫他來。他面色紅潤，雙目清秀，容貌俊
美。耶和華說：「起來，膏他，因為這就是他了。」 

13 撒母耳就用角裏的膏油，在他的兄長中膏了他。從這日
起，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撒母耳起身回拉瑪去
了。 

回應詩歌:       《求主教我走祢道路》(恩頌 423 首) 

1. 主，求祢教導我走祢道路， 
施恩典幫助我走祢道路； 
教我不偏左右，隨祢聖光行走， 
憑信少依眼目，走祢道路！ 

2. 教我在憂愁中走祢道路， 
灰心孤單之中走祢道路；  
無論得失、成敗，無論悲傷、愉快， 
教我緊依祢懷，走祢道路！ 

3. 教我在風雨中走祢道路， 
猜疑驚慌之中走祢道路； 
願祢亮光透過勞苦痛傷雲霧， 
明顯的光照我，走祢道路！ 

4. 教我終生不變走祢道路， 
雖然境遇變遷，走祢道路； 
教我直奔前程，直到賽終得勝， 
主前華冠榮領，走祢道路！阿們。 

4 



 

 

 
 
 

基督教頌主堂（九龍本堂）公告 

本堂主日崇拜改為網上直播  

時間：上午11時15分（直播後，將刪除影片） 

（少年崇拜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兒童主日學由4月開始改用錄播及視像教學形式進行。） 

主日崇拜直播︰Youtube︰http://youtube-kln.ecgc.org.hk 

崇拜周刊可到教會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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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查詢，可致電本堂 2779 3082 

 

《敬親福音主日》 
講員︰倪鄺慧怡傳道 

講題︰馬利亞-蒙主選召的母親（路 1:30-35） 
日期/時間：5月 10日（主日）上午 11:15 
誠邀弟兄姊妹邀請親友參與，同沐主恩！ 

 
一、 週 三 祈 禱 會  改為逢週三以 WhatsApp 群組發出代禱消息。

＊報名加入群組請聯絡幹事 

二、 收集及發送口罩  本堂正收集口罩發放給有需要的會友及曾探
訪的社區人仕。歡迎弟兄姊妹捐贈口罩。有
需要口罩的弟兄姊妹，請與教牧聯絡。 

三、 本週禱告事項   

 1） 記念身體軟弱之弟兄姊妹或其家人︰伍佩貞姊妹及麥傑仁弟
兄的治療及對主的信心。 

 2） 記念本堂四位文憑試考生，求主加力。 

 3） 記念聘請傳道及幹事，求主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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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家事報告  

 

http://youtube-kln.ecg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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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敬牧師 

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間 
民 16:41-50 

呂佳丞 — 潘唯望 — — — — 黃偉洪
鍾偉光 

— 

 

本堂裝修代禱事項︰ 

記念男廁氣喉工程及彩虹裝飾木牆工程，盡早解決衛生及鼠患
問題，以及影音事奉人員能熟習數碼影音系統的運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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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頌主堂 

公告 
 

 鑒於本港疫情近日惡化，新確診個案比三月初大幅
上升，其中外遊輸入的個案數字激增，社區爆發風
險高，日前香港分堂亦獲社聯通知，旗下的溫莎公
爵大廈場地於四月份仍繼續封塲不外借，因此教會
在本月的四個主日（四月五日、四月十二曰、四月
十九日和四月二十六日），將繼續暫停實體崇拜並
維持網上現塲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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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網 上 聖 餐 — 感謝主，在同心抗疫中雖然要保持社交距離，但我
們仍然可以透過聖餐，實踐在基督裏的生命團契。 

為準備五月三日（主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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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望在主的許可和定時下我們可以早日「面對面」
相見相交。 

  
 
 
 
 

差傳快訊 — 差程尋 

主題內容︰ 讓我們一同效法歷世歷代宣教士的腳踪，
 尋找實踐宣教的方向。 

宣教士消息： 

因疫情關係，山城美川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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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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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可能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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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 港分 /兒童  澤安 /兒童  總數  

4月 5日 
主日崇拜改為網上直播，瀏覽︰共 221人/家庭及現場同工 8人 

本堂兒童主日學：觀看預錄影片 28人/Zoom 網上教學 7人 

4月 12日 
主日崇拜改為網上直播，瀏覽︰共 186人/家庭及現場同工 8人 

本堂兒童主日學：觀看預錄影片 26人/Zoom 網上教學 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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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2 日 

項目 九龍本堂 香港分堂 澤安分堂 總計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差傳奉獻 

18,100.00 

11,000.00 

3,000.00 

37,250.00 

9,000.00 

11,400.00 

1,000.00 

500.00 

56,350.00 

20,000.00 

14,900.00 

合計  $ 32,100.00 $ 57,650.00 $ 1,500.00 $ 9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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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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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