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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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第 2758 期 

崇拜事奉人員 序  樂 ………… （主禮人入席） ………… 眾立 

宣  召 ……………… 詩 5:11-12 ……………… 眾立 

頌  讚 …… 《齊來歡頌》（恩頌 43 首）  …… 

《以感恩為祭》 

《祢是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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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 19:1-6，利 20:26 ………… 眾坐 

證  道 …………  作上帝聖潔的國民  ……… 眾坐 

回 應 ……… 《求袮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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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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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12 
11 凡投靠你的，願他們喜樂，時常歡呼，因為你庇護他們； 

又願那愛你名的人都靠你歡欣。 
12 耶和華啊，因為你必賜福給義人，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

四面護衛他。 

詩歌:              《齊來歡頌》（恩頌 43 首） 

齊來歡頌，讚美真神，歡欣敬拜，奉獻身心； 
來主跟前齊聲歌唱，進祂聖殿獻頌讚！ 
天地真神充滿恩典，祂的憐憫永不止息； 
歡呼歌頌，歡呼歌頌，歡呼歌頌讚美主！ 

《以感恩為祭》 
1. 主，為祢的恩典，我要滿心感謝， 
由泥內生機，到變幻天氣，讓這世界各樣完備。 
主，為祢的恩手，我要滿心感謝， 
由扶助拯救，到試煉阻攔，導我按祢正路前行。 
我出生前祢已深知我，到了今天，亦有幫助， 
為我備救恩，召我出黑暗， 
做祢聖潔國度人民。 

2. 主，為祢的恩言，我要滿心感謝， 
由提示安慰，到責備管教，內有祢愛念呈現。 
主，為祢的恩情，我要滿心感謝， 
也要常思想，晝夜數算，藉愛見證祢大能。 
祢的安排往往多新意，祢有豐賞，亦會收取， 
微細調配中，讓我得益處， 
現我再看天恩處處。 

副歌:  神呀！祢恩典太美妙神奇，配得萬眾稱善！ 
 我要以感恩為祭獻給祢，並永記念祢作為。 

「團契遊樂園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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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是我神》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祢有多麼深愛我， 
請釋放我，去我纏累，能讓我再有力榮耀祢。 
請改變我，謙卑我心，明白我有多麼需要祢， 
心緊靠祢，進祢懷內，容讓我永貼近隨着祢。 
祢為我釘身受死，抹去我的污穢， 
祢是我神是我王我心欣慰，我為祢張開我口， 
向世界高聲唱，竭力讚揚願永傳祢大愛。 
我為祢舉起兩手，永遠高舉祢， 
讚頌我神頌我王我心所愛。 
我為祢傾出我心，撇棄世間貪愛， 
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祢是我神，祢是我王，到永遠， 
永頌我神，竭力讚揚，敬拜祢。 

「同心圓福音平台 敬拜者使團 版權所有」  

證道經文：出埃及記 19:1-6，利未記 20:26 

出埃及記 19:1-6 
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第三個月的初一，就在那一天
他們來到了西奈的曠野。 

2 他們從利非訂起程，來到西奈的曠野，在那裏的山下安
營。 

3 摩西到神那裏，耶和華從山上呼喚他說：「你要這樣告
訴雅各家，對以色列人說： 

4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 我如鷹將你
們背在翅膀上，帶你們來歸我。 

5 如今你們若真的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
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6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神聖的國民。』這些話你
要告訴以色列人。」 

利未記 20:26 

26 你們要歸我為聖，因為－我耶和華是神聖的；我把你
 們從萬民中分別出來，作我的子民。 

 
3 



 
回應詩歌: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求祢以真理引導我方向，求祢以真理陶造我，  
使我能知道判斷何美善，每步道路也不走差。   
求祢以真愛注入我心裏，求祢以真愛燃亮我，  
使我常感到愛是何美善，每步道路也緊靠祢。 
讓我愛祢，愛慕祢真理，盼祢教我，得着永生愛， 
全是祢捨身的愛，留下美善榜樣，我願全身心都歸祢。 
願我謙卑，渴慕祢指引，盼祢教我，得着祢心意， 
全是祢永久的愛，留下信念希望，現我在心底讚美祢。 

「香港學園傳道會 敬拜者使團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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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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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工 會  於 1 月 10 日（主日）下午 2:00 以 Zoom 形式進
行，請同工們屆時出席。 

三、 事 奉 人 員 

致謝及歡迎 

 感謝各同工及事奉人員在上年度作出的服侍及忠
心擺上，願主賜福，謹此致謝！ 

另歡迎本年度新同工（陳劍芸弟兄-佈道部部長；
何瑋恩姊妹-培訓部副部長；李建達弟兄-牧顧部副
部長）及事奉人員加入事奉行列，願主恩領及加
力予新事奉團隊。 

4 

本堂家事報告  

 



 

四、 週 三 祈 禱 會  於 1 月 13 日（週三）晚上 7:00 進行。是次為
《差傳祈禱會》，誠邀弟兄姊妹一起為宣教士
及差傳事工禱告。 

WhatsApp 形式進行，報名加入群組請聯絡幹事。 

五、 信徒裝備系列  為配合今年的主題：鞏固真理、迎向世界；教
會推出全年 10 次「信徒裝備系列」，讓信徒在
聖經真理扎根。 

日期：21/1（週四），25/2（週四）， 
 28/3（主日），15/4（週四）， 
 30/5（主日），17/6（週四），   
  15/7（週四），16/9（週四）， 
 24/10（主日），12/12（主日） 

時間：週四-晚上 8:30-10:00； 
 主日-下午 2:30-4:00 

鼓勵信徒積極參與，若全年參與８次或以上獲金
獎；６次或以上獲銀獎；４次或以上獲銅獎。 

報名： 每次透過團契群組發出連結，不屬團契
 者，請向幹事報名。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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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以視像形式進行 
 （透過團契群組發出連結，不屬團契者，
 請向幹事報名。）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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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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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居老人院及行動不便的長者，求主施恩憐憫
他們。                      

 4） 記念聘請傳道，求主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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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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迎新 影音 主日學導師 

本
堂 

周佩玲傳道 

「從疑惑爭扎 
到信靠盼望」 

哈 1:1-4；3:17-19 

源而德 — 黃婉萍 — — — 岑耀榮 — 

少
崇 

李永浩傳道 
窮寡婦的小錢 
可 12:35-44 

謝卓祺 

 

— 葉翠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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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禮拜於 1 月 20 日（週三）
下午 1:00 假九龍殯儀館三樓 303 室光大堂舉行，隨
後火化。求神安慰其家人。 

四、 特別施洗 — 本堂邱官玉弟兄（邱石慧華姊妹之丈夫）於 1月 5日
（週二）在其府上接受賈建成長老灑水禮，歸主名
下。請記念弟兄的身體及在主內的成長。 

五、 結婚喜訊 — 本堂溫寶儀姊妹與劉晉豪先生訂於 1月 30日（週六）
下午 2:00 假基督教信義會天恩堂（葵涌葵盛圍
364 號）舉行結婚典禮。感謝大家的祝福，由於
限聚令緣故，婚禮只供指定工作人員及親友參加。
（facebook 直播，連結當日經團契群組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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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3日 
主日崇拜仍有網上直播，瀏覽︰共 206 人/家庭及現場同工 9 人 

本堂觀看預錄影片︰少崇 11人，兒童主日學：收看錄播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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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3 日 

項目 九龍本堂 香港分堂 澤安分堂 總計 

主日奉獻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差傳奉獻  

慈惠奉獻（B）代轉 

40.00 

45,393.00 

1,600.00 

14,510.00 

4,000.00 

 

62,200.00 

12,300.00 

2,900.00 

 

 

4,050.00 

50.00 

 

 

40.00 

111,643.00 

13,950.00 

17,410.00 

4,000.00 

合計 $ 65,543.00 $ 77,400.00 $ 4,100.00 $ 147,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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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