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頌主堂 
九龍本堂主日崇拜 
三年主題︰裝備信徒 

2021鞏固真理、迎向世界 
2021年 1月 3 日                                  第 2757 期 

崇拜事奉人員 序  樂 ………… （主禮人入席） ………… 眾立 

宣  召 …………… 詩 116:12-14 …………… 眾立 

頌  讚 … 《讚美真神創造主》（恩頌 46 首）  … 

《萬世戰爭》 

《興起為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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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弗 6:10-20 ……………… 眾坐 

證  道 ……………… 鞏固真理 ……………… 眾坐 

回 應 …………… 《抓緊基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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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餐 ……… 《不忘主愛》（頌主 366 首） ………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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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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主題︰裝備信徒 

2021 鞏固真理、迎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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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經文︰詩篇 116:12-14 
12 耶和華向我賞賜一切厚恩，我拿甚麼來報答他呢？ 
13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 
14 我要在他的全體百姓面前向耶和華還我所許的願。 

詩歌:          《讚美真神創造主》（恩頌 46 首） 
1. 讚美真神，全能創造主，萬有的君王！ 
我靈，當讚美主，祂救贖你，賜你安康。 
聽主聲音，信眾當親近真神，虔敬向主歡欣讚揚。 

2. 讚美真神，如此奇妙地統治着萬有！ 
常以恩翼將你溫柔地扶持與庇祐。 
你豈不知？主已經安排萬事，為你供應一切需求。 

3. 讚美真神，興旺你工作，常保護恩庇！ 
日以恩惠、慈愛追隨你，同在永不棄。 
應當再思，主眼中必無難事，全能恩友，至終愛你。 

4. 讚美真神，讓我身心全力敬拜尊崇！ 
受造生靈，當到主面前來讚美歌頌； 
信眾同心，再齊聲歡應「阿們」，來敬拜主，歡欣讚頌。 

《萬世戰爭》 
1. 信徒看哪，萬世戰爭已臨我們時代， 
無數軍兵，攜械披甲，集合嚴陣以待； 
你是否為忠勇戰士，站在信徒隊中？ 
是否立誓向祂盡忠？是否剛強奮勇？ 

2. 神的教會正在醒起，熱心傳揚真理， 
看她已在祭壇獻上佳美珍貴活祭； 
寶貴光陰瞬即過去，世界終局將臨， 
事主機會快將消逝，現在趁時救人。 

副歌: 是否你見此異象？是否你心激動？ 
   是否你聽主呼召？是否你願聽從？ 
   萬世戰爭已經來臨，聖經預言已經明載， 
   戰爭狂濤臨到我們，臨到我們時代。 

「選自《青年聖歌》綜合本 I 集，第 130 首，蒙宣道出版社允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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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為耶穌》 
1. 興起興起為耶穌，十架忠勇精兵， 
高舉基督君王旗，莫損我主威名； 
得勝不斷的得勝，因主統領全軍， 
直到仇敵皆消滅，惟主基督是君。 

2. 興起興起為耶穌，遵從號角軍令， 
今天是主榮耀日，快向敵陣進攻； 
同心服役主旗下，勇抗仇敵萬千， 
危險時膽量更壯，力量必大增添。 

3. 興起興起為耶穌，只靠救主大能， 
血氣之勇難倚靠，己力不能得勝； 
穿上福音的盔甲，虔誠禱告儆醒， 
危險重任不畏懼，靠主必能得勝。 

4. 興起興起為耶穌，爭戰不會久長， 
今日雖有干戈聲，明日凱歌高唱； 
忠心奮勇得勝者，必得生命冠冕， 
並與榮耀大君王，掌權直到永遠。阿們。 
「選自《生命聖詩》第 377 首，蒙宣道出版社允准使用。」 

證道經文：以弗所書 6:10-20 
10 最後，你們要靠着主，依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11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抵擋魔鬼的詭計。 
12 因為我們的爭戰並不是對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對抗那些
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靈界的惡
魔。 

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邪惡的日子能抵擋
仇敵，並且完成了一切後還能站立得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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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又用和平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16 此外，要拿信德當作盾牌，用來撲滅那惡者一切燒着的箭。 
17 要戴上救恩的頭盔，拿着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18 要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為此警醒不倦，為
眾聖徒祈求。 

19 也要為我祈求，讓我有口才，能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 
20 我為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鐵鏈的使者，讓我能照着當盡的
本分放膽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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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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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詩歌:    《不忘主愛》（頌主 366 首） 
1. 耶穌，祢愛我怎能忘，不時牢記心中， 
祢血流出還我罪債，此恩何等深宏。 

2. 怎敢忘祢苦心憂愁，曠野禁食祈求？ 
鬚髮絲絲披滴夜露，為着我們的罪！ 

3. 記念祢在客西馬尼，汗流如血下滴， 
橄欖山中黑夜蓋地，無人儆醒同情。 

4. 我的罪多應受禍患，祢卻替我擔當， 
用祢寶血作我贖價，使我今得釋放。 

5. 我今願棄人間樂趣，願棄血肉愛情， 
讓祢恩愛充滿我心，使我永歸祢名。    

 

 
 

 

 本堂崇拜及聚會安排   

因應疫情急遽惡化，本堂將有以下安排： 

1. 實體崇拜暫停。只維持午堂網上直播。 
2. 少年崇拜以錄播進行。 
3. 兒童主日學以錄播及 Zoom 進行。 
4. 各團契或單位全面暫停實體聚會。 
5. 除本堂工作人員外，只能有 2 名弟兄姊妹容許參與 
崇拜事奉。 

6. 如弟兄姊妹因事要到本堂，請先行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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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家事報告  

 



 
 

一、 2021 
讀 經 計 劃  

  新約、詩篇及箴言 

 聖經公會讀經表/海天月曆 

 爾道自建  

 自定 

＊參加者請 whatsapp 或致電教會 2779 3082 

二、 週三視像祈禱會  於 1 月 6 日（週三）晚上 7:00 以 Zoom 形式進行。 

三、 主 日 學  「初信班」以 Zoom 形式進行 

導師：本堂教牧及實習傳道 

日期︰1 月 10日至 2月 21日（主日/共 6 課） 

時間︰上午 10:10-11:00 

對象：已決志信主的未受洗者 

＊參加者請 whatsapp 或致電教會 2779 3082 

四、 同 工 會  於 1 月 10 日（主日）下午 2:00 在以 Zoom 形
式進行，請同工們屆時出席。 

五、 信徒裝備系列 

（一） 

 

 主題：簡易研經與資源 
日期：1 月 21 日（週四） 
時間：晚上 8:30-10:00 
以視像形式進行 

六、 網上崇拜點名  為了解弟兄姊妹出席崇拜情況，請按以下連結填
寫個人於 2020 年 12 月份的出席情況（實體/網
上也需填寫）：checkin.ecgc.org.hk 

七、 本週禱告事項   

 1） 記念身體軟弱之弟兄姊妹或其家人︰吳潔雯姊妹和吳潔麗姊
妹的治療及對主的信心。 

 2） 記念待產的吳林君盼姊妹（二月分娩），求主保守平安。 

 3） 記念疫情期間長居老人院而未能被探訪，及因行動不便而未能
回教會的長者，求主施恩憐憫他們。                      

 4） 記念聘請傳道，求主預備。 

 5） 20/12 聖誕福音主日︰10 位慕道及新朋友，2位決志，2 位重新
委身，5 位願更認識，1 位已信。 
求主保守他們的屬靈生命成長，經歷上帝所賜的平安。願一切
榮耀歸神！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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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迎新 影音 主日學導師 

劉陳寶珊傳道 

作上帝聖潔的國民 

出 19:1-6，利 20:26 

何惠民 — 葉翠珊 — — — 岑耀榮 — 

 
 

 
一、 

 

 

 

 

基督教頌主堂 

公告 
 

 鑑於新冠肺炎疫情惡化，政府實施的限聚令已收緊至
二人，而宗教塲所聚會不獲豁免。因此教會三堂主日
崇拜將會安排如下： 

(1) 暫停實體崇拜，只維持本堂的午堂崇拜直播，直
 至另行通知。 

(2) 請大家務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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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弟兄姊妹曾經接觸過懷疑確診人士，
 或所住之大廈有確診人士，請務必即時通知所屬
 堂會。 

(3) 在疫情期間，請弟兄姊妹在主裡彼此關心，互相
 代禱，激發愛心，相互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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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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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堂會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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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啟新弟兄（本堂黃月琴姊妹之胞弟）於 12月 22日
（週二）安息主懷。安息禮拜籌備中。求神安慰其
家人。 

 
 
 
 
 

差傳快訊 — 差呈尋 

2021 年訪宣安排︰  

柬埔寨（暫定 7 月下旬至 8 月初） 

緬  甸（暫定 11 月下旬至 12 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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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崇/兒童/嬰兒（午） 港分 /兒童  澤安 /兒童  總數  

12月 6日 
主日崇拜仍有網上直播，瀏覽︰共 227 人/家庭及現場同工 11 人 

本堂觀看預錄影片︰少崇 14 人，兒童主日學：33 人/Zoom 網上教學 5 人 

12月 13日 
主日崇拜仍有網上直播，瀏覽︰共 208 人/家庭及現場同工 11 人 

本堂觀看預錄影片︰兒童主日學：31 人/Zoom 網上教學 5 人 

12月 20日 
主日崇拜仍有網上直播，瀏覽︰共 210 人/家庭及現場同工 6 人 

本堂觀看預錄影片︰少崇 11 人，兒童主日學：29 人/Zoom 網上教學 4 人 

12月 27日 
主日崇拜仍有網上直播，瀏覽︰共 207 人/家庭及現場同工 7 人 

本堂觀看預錄影片︰少崇 10人，兒童主日學：收看錄播 47 人/Zoom（P2-P6）12人 

座位   220 /  30 /  40 /  10   315 /  30   70 /  8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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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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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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505.50 

3,100.00 

247,800.00 

8,200.00 

100.00 

174,600.00 

3,500.00 

25,400.00 

 

 

 

 

 

 

 

386,105.50 

6,600.00 

273,200.00 

8,200.00 

100.00 

合計 $ 470,705.50 $ 203,500.00  $ 674,2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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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