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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本堂主日崇拜 
全年主題︰擴展疆界 

 

2020 年 4 月 26 日                                 第 2721 期 

崇拜事奉人員 序  樂 ………… （主禮人入席） ………… 眾立 

宣  召 ……………… 詩 42:11  ……………… 眾立 

頌  讚 ……… 《頌神奇恩》（恩頌 37首） ……… 

《願主國降臨》（恩頌 310首）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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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 1 6 : 4 1 - 5 0  …………… 眾坐 

證  道 ………… 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間 ………… 眾坐 

回 應 …………… 《主喜悅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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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1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謝他，我當面的拯救，我的神。 

 詩歌:               《頌神奇恩》（恩頌 37首） 

1. 遠超稱頌的真神，今我們獻敬拜， 
揚聲歌頌祢奇恩—詩歌難償的愛！ 
因我們惟能感恩 ，驚歎祢賞賜豐， 
賜祝福數算難清，不斷憐憫施恩； 
主，我們振作心靈，恭候聽祢聖言， 
向祢敬獻頌讚聲，歡呼頌祢威嚴。 

2. 求施恩救主傾聽，悅納所獻的愛， 
願蒙恩典的眾生忠心供奉敬拜。 
將來無論在何方，遭遇是禍是福， 
願終生勝過痛傷，向祢頌揚歡呼， 
仰瞻恩主的榮美，不斷誇祢作為， 
以頌讚祢為光輝，歡欣敬獻心祭。 

      《願主國降臨》（恩頌 310首） 
1. 請看，雲霧積聚遮空，審判的火焚燒，人墮落犯罪！ 
上主詫見世界拒祂，恩愛律法受嘲，人身心破碎！ 

2. 普世和平之鴿消失，雙翅折斷難伸，無濟於邦國； 
各處孩童無以充飢，軍備武器累增，糧食遭吞沒。 

3. 惡魔圖使毒恨、恐慌充滿小巷大街，信眾當甦醒！ 
求主以愛重建生命，驅逐黑暗權威，願主國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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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十架卻要在這世界高聳，照耀萬邦，向罪惡誇勝！ 
教會歷經烈火煎迫，彰顯基督榮光，頌讚聲呼應！ 

副歌: 願主施恩，赦免百姓，恢復信心，使祢教會復興！ 
但願看見公義滔滔，公平滾滾，湧流不息似大江。 
（尾句）涓涓不息湧流。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在這片乾旱土地，沒有豐足的收穫， 
願祢察看施憐憫，賜春雨滋潤大地。 
是祢永看顧的恩義，叫我眾永不驚惶， 
現我以信心回應，獻上迫切的禱告。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藉已成就的禱告，讓我開始認識主大能；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像戰士激發熱心， 
顯明祢是獨一的主，是祢永遠作王。 

「版權屬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所有」 

證道經文：民數記 16:41-50 

41 第二天，以色列全會眾都向摩西、亞倫發怨言說：「你們
殺了耶和華的百姓了。」 

42 會眾聚集攻擊摩西、亞倫的時候，摩西和亞倫轉向會幕，
看哪，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顯現。 

43 摩西、亞倫就來到會幕前。 
44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45 「你們離開這會眾，我好立刻把他們滅絕。」他們二人
就臉伏於地。 

46 摩西對亞倫說：「拿你的香爐，把祭壇的火盛在裏面，加
上香，趕快帶到會眾那裏，為他們贖罪。因為有憤怒從
耶和華面前發出，瘟疫已經開始了。」 

47 亞倫照摩西所說的拿了香爐，跑到會眾中。看哪，瘟疫
已經在百姓中開始了。他就加上香，為百姓贖罪。 

48 他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間，瘟疫就止住了。 
49 除了因可拉事件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一萬四千七
百人。 

50 亞倫回到會幕門口 ，到摩西那裏，瘟疫已經止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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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歌:          《主喜悅的事》 
唯有你是蒙揀選，是君尊的祭司， 
願你今天立起心志，作主喜悅的事。 
唯有你是蒙揀選，是君尊的祭司， 
是天上父親的恩賜。 
願你更殷勤，有了信心又有德行， 
做個屬靈人遵守神教訓。 
願你得恩主分派結更多果子， 
沒有律法可禁止，傳遞信望愛合宜， 
全力向標竿衝刺。 
願你得恩主拖帶，按救主心意， 
成為聖潔無有瑕疵，令這揀選堅定不移， 
彰顯神旨意。 

「團契遊樂園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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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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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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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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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記念 5 月 2 日（週六）愛心行動之籌備工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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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 
襄禮 

劉陳寶珊傳道 

大衛—接受提醒  

為罪痛悔 

撒下 12:1-15 

李俊豪 — 岑建基 — — — — 鄭傳基 

譚偉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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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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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督教頌主堂 

公告 

 

 「弟兄姊妹主內平安！四月份的四個主日網上崇
拜即將完結，冀望大家身體壯健、靈命充沛。根據
政府最新的消息，原於四月二十三日期滿的限聚
令，將會再延長14天，措施維持至五月七日。現時
無法預計五月的疫情發展和教會什麼時候可恢復
實體崇拜，五月三日(聖餐主日)的主日崇拜將仍用
網上直播。教會將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港分因是
租借社聯溫莎公爵大廈場地，亦須待其重開場地方

能考慮恢復實體崇拜，有任何進一步消息將第一時
間通知弟兄姊妹。這次疫情使 神的兒女和教會彼
此隔離，但祂平安的約必彰顯在我們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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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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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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9日 
主日崇拜改為網上直播，瀏覽︰共 214人/家庭及現場同工 8人 

本堂兒童主日學：觀看預錄影片 34人/Zoom 網上教學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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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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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惠奉獻（B）代轉 
本堂裝修奉獻 

80,750.00 
4,900.00 
6,350.00 
4,500.00 
3,000.00 

21,500.00 
53,500.00 
11,500.00 

 
 

 
 
 
 
 

102,250.00 
58,400.00 
17,850.00 

4,500.00 
3,000.00 

合計  $ 99,500.00 $ 86,500.00  $ 18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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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