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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經文︰詩篇 67:5-7 

5 神啊，願萬民稱謝你！願萬民都稱謝你！ 
6 地已經出了土產，神，我們的神，要賜福給我們。 
7 神要賜福給我們，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  

早堂詩歌:        《榮光歸祢》（敬拜小組原創詩歌） 

願我心歸祢，頌讚主永恆，全然投靠永活神。 
願我口傳頌祢，宣主永得勝，神大愛高過諸天。 
祢愛我為我罪，願捨尊降卑，用重價救贖施予再造恩。 
頌讚歸基督，恩光照萬民，祢為我拋尊貴，用愛贖我罪。 
頌讚歸基督，施恩賜永生，榮光歸於祢，永屬祢。 

「本堂敬拜部創作」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恩頌 127 首） 

1.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施恩救贖以色列民— 
當今淪落、孤單、悲沈，期待基督聖子降臨。 

2. 全能之君，懇求降臨，祢昔曉喻以色列民— 
光輝炎炎，神聖威榮，在西乃山宣告誡命。 

3. 耶西之根，懇求降臨，從魔權下救出子民； 
傾覆地獄親率百姓離開陰間，向死誇勝。 

4. 黎明之光，懇求降臨，施恩安慰憂傷的心， 
親將長夜晦暗掃盡，以祢光輝驅散死蔭。 

5. 大衛之鑰，懇求降臨，來開放祢天家的門， 
開闢道路直通天庭，永遠封閉痛苦路程。 

   副歌: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以馬內利定必降臨。 

《到那一天》 
A1 度過幾許雨暴風雪，歷過艱苦歲月轉變， 
殘酷世界滿是暗箭，憑着信靠抵抗挑戰。 

A2 罪惡試探每日侵佔，或會偶爾輭弱失意， 
從未放棄信念鬥志，時代見證父神意旨。 

B 望那一天與神相遇，今生富有盡化輕烟， 
主必惦記藉愛所傳，雲上共舞是袮恩典。 

到那一天不再心酸，高唱凱歌，在雲中主基督的婚宴， 
今天照主心意，無懼世間苦痛，盡我心將主愛實踐。 

早堂回應詩歌:      《到那一天》 
2           



 

   三年主題︰裝備信徒            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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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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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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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堂詩歌:            《榮耀主竟屈尊》（恩頌 111 首） 

1. 柔和謙卑的人，竟是威嚴真神，上帝親成為人，耶穌是上帝； 
永恆不滅的主，降臨人間居住，為人謙卑洗腳，竟屈尊下跪。 

2. 祂是天父光華，完善、清潔、無瑕，竟學謙卑、順服，被釘在十架；
受難，親賜生命；受死，犧牲得勝，為殘害祂的人，求天父赦免。 

3. 智慧深奧難尋，眼看不見的神，永不熄滅的愛，藏卑微肉身； 
無限高超的神，降世屈尊為人，使人類得尊貴，藉祂登寶座。 

副歌:  榮耀主竟屈尊，奧秘奇妙高深！ 
 屈膝敬拜祂，祂是永生神！永生真神！（我們的神！） 

《世代的禱告》 
我們的主，憐憫的主，懇請祢記念這世代， 
國仇家怨，矛盾衝突，分化，仇恨，遍地。 
求祢，睜開眼望，求祢，側耳垂聽。 
願祢憐憫，賜下真光，我們的主，懇請祢垂聽，我們禱告。 
願旱地會再現花開，枷鎖脫落，叫黑暗離開， 
讓被擄得釋放，歸向祢。 

「同心圓福音平台 敬拜者使團 版權所有」  

       《歷代期望的基督》（恩頌 203 首） 

1. 歷代期望，基督耶穌，昔降世釋放子民， 
來，將罪惡、驚憂消除，今使心靈得安穩； 
以色列的安慰、力量，萬族萬邦心所盼， 
施恩滿足眾生期望，飢渴心所樂、所願。 

2. 主，祢降生施行拯救—君王誕生為嬰孩， 
來作王的施恩救主，恩典國度，求帶來； 
基督，今藉永恆聖靈，住在眾心執王權， 
施恩提昇祢的百姓︰偕祢執政到永恆。 

證道經文︰馬可福音 1:1-8 
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2 正如以賽亞先知書上記着：「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他要為你預備道路。 

3 在曠野有聲音呼喊着：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4 照這話，施洗約翰來到曠野，宣講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5 猶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他們的罪，
在約旦河裏受他的洗。 

6 約翰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和野蜜。 
7 他宣講，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
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8 我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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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堂回應詩歌:      《我要愛主》（恩頌 428 首） 

1. 我要盡心、盡力、盡忠愛我恩主，頌主善工；惟祂是我保障、能力， 
喜樂、榮冠、生命氣息；願我內心因愛燃燒，清潔的愛如火照耀。 

2. 從前迷失，暗淡無光，雖尋恩主，卻愛流蕩，心思離主，四尋滿足， 
愛主祝福超過愛主；我若如今真相認清，皆因蒙主光照、感動。 

3. 為祢聖光，我要感恩，祢是真光，照亮我心，我稱謝祢賜我救恩， 
除我仇敵，醫治我心；今獻頌歌，因祢慈聲釋放我靈，使我歡慶。 

4. 祢是我心所愛所誇，喜樂、冠冕、永久的家，我必愛祢，服祢權下， 
樂意受祢喜、怒、責打；縱然肉身、心靈殘熄，恩主，我要永遠愛祢！ 

聖餐詩歌:       《以愛回應》（恩頌 266 首） 
1. 我身體破碎，親贖你罪，帶給你自由、豐盛生命； 
來感恩領受，念我恩惠，以你的愛回應。 

2. 我的血傾流，將你拯救，賜寬恕自由、豐盛生命； 
來感恩領受，念我恩惠，以你的愛回應。 

3. 當相愛到底，因我愛你，我彰顯自由、謙卑事奉； 
 你們當相愛，服侍他人，以愛真誠回應。 

 

 
 

 本堂崇拜及聚會安排  
參加實體崇拜者，請致電本堂報名，或透過網上 google form︰
http://enroll.ecgc.org.hk 報名（如沒有通知，假設已遞交表格者已成功預留座位。） 
報名須知  
由於現時午堂崇拜很大機會超越上限 150 人，請留意以下措施： 
1. 鼓勵返早堂崇拜。 
2. 務必報名，先報先得。（週刊名單上的事奉人員不用報名） 
3. 截止報名：逢週六下午 5:00或額滿即止。 
4. 開放報名時間︰主日下午 3:00起，可報名下主日早堂或午堂崇拜。 
5. 若已報名，遲到 15分鐘者，當作自動放棄名額。 
6. 沒有報名者，需等待 15分鐘後，有後補名額方能入座，沒有名額
便需要離開教會。 
溫馨提示：如已報名，因突發原因未能出席，請通知本堂。   

 

聖誕福音主日《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 
講員︰李永浩傳道 

日期：12月 19日（主日） 
時間：早堂-上午 8:45/午堂-上午 11:15（午堂網上直播） 

內容：獻詩、兒童演出（午堂）及短講 
誠邀弟兄姊妹踴躍邀請親友赴會，同沐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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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週三差傳（實體） 
祈禱會 

 於 12 月 8 日（週三）晚上 7:30 在 104 室舉行《差
傳祈禱會》，誠邀弟兄姊妹一起為宣教士及差
傳事工禱告。  

二、 信徒裝備系列 
（十） 

 分享性查經—題目︰因信稱義 
日期/時間︰12 月 12 日（主日）下午 2:30-4:00 
形式︰實體及視像 
（透過團契群組發出連結，不屬團契者，請向幹事報名。） 

三、 頌 主 佳 音  日期/時間：12 月 24 日（週五）晚上 7:15-8:45. 
地點：本堂集合 
形式：室內向街外唱詩報佳音，室外派單張及小禮物 
招募：獻唱小組及派禮物小組（請在壁報板上報名） 

四、 年 終 感 恩 會  於 12 月 26 日（主日）下午 2:00-4:00 以實體及
視像形式進行。請弟兄姊妹踴躍參加，一同數算
主恩。 

五、 2022
讀 經 計 劃  

 舊約（上）   聖經公會讀經表/海天月曆 
爾道自建 自定   
（請在壁報板上報名） 

六、 2022 海天月曆  印有教會資料及讀經內容之 2022 海天月曆，現可
領取，每個家庭一份。（領取時請登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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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於十一月份的出席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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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豐弟兄、韓順英姊妹、
文尤偉明姊妹（文嘉麗姊妹之母親）、黃蕙燕姊妹、陳世曙理事
和吳潔雯姊妹的治療及對主的信心。 

 2） 記念疫情期間，長居院舍及行動不便的長者，求主施恩憐憫。                      

 3） 記念將接受洗禮的肢體（三位）及嬰孩奉獻禮家庭（一個），求
主恩領他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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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迎新 影音 兒童主日學導師 

早 

李思敬牧師 

我的神離棄我 

詩 22: 1-10 

黃雪妍 
敬拜小組 

林曉清 張婉筠 歐陽偉強 郭沛雄 金 碧 
*鄭禮忠 
*黃潔敏 

馮國樑 
招淑芬 

— 

午 

黃卓榮 
敬拜小組 

趙汝健 張婉筠 
江佩娟 

伍玉霞 高玉貞
梁柏華 

 

孫蘭蘭 
胡雪梅 

*王美華 
*李俊豪 

岑耀榮 
林 玉 

陳以昕 林婉玲 
陳少蘭 李少峰 

何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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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督教頌主堂 
公告 

 

 感謝神讓教會各堂在過去數月中陸續恢復實體崇
拜，由於本地疫情漸趨紓緩，宗教場所聚會之合規人
數已放寬至場所容納量的50%。請弟兄姊妹繼續按照
各堂所公佈的防疫措施出席主日崇拜，敬拜神。為了
照顧未能前來教會參加崇拜之會友，九龍本堂午堂崇
拜網上直播仍然繼續。請弟兄姊妹於疫情期間，注意
個人衞生，在主裡彼此關心扶持，互相代禱。有關疫
情中如何奉獻，敬請參閱教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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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陳慧儀姊妹（港分羅錫源弟兄之母親）於11月16日
（週二）安息主懷。家人安排喪禮於12月11日（週六）
在香港殯儀館204號房以佛教儀式進行，翌日火化。
求神安慰其家人。欲慰問之弟兄姊妹可於當日下午
4:15-5:15或6:45-7:15前往。 

四、 第 121 屆洗禮 
暨嬰孩奉獻禮 

 於 12月 19 日（主日）下午 2:30在九龍本堂舉行。由於
人數限制，會場只容納 150 人，優先讓洗禮者及其親友
出席。同時作網上直播，歡迎弟兄姊妹及親友按以下連
結 Youtube︰http://youtube-kln.ecgc.org.hk 收看，同頌主恩。 

 
差傳快訊 — 差程尋 

本地跨文化服侍: 
Chinese Play Group 對象：幼稚園及小學生 時間：週六 11:15-13:30 
 地點：土瓜灣譚公道  機構：恩光使團 
南亞功課輔導班  時間：週一 19:30-21:00或週六 11:00-12:00 
南亞中文班(助教) 時間：週六 12:00-13:30  
 對象：小學生    地點：大窩口村 
 機構：基督中心堂(荃灣堂) 

家 訪 對象：南亞家庭(英語溝通)  
 時間及地點：按需要安排 機構：Love & Peace 
查詢/報名︰請向幹事留姓名及電話（差傳委員會盡快聯絡你）  

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日期 本堂/少崇/兒童/嬰兒（早、午堂總人數） 港分 /兒童  澤安 /兒童  總數  

11月 7日 
主日崇拜網上直播，瀏覽︰64人/家庭 本堂-少崇︰視像 3人 

182 /  16 /  23 /  — 107 /  9  # 37 /  5 379 

11月 14日 
主日崇拜網上直播，瀏覽︰69人/家庭 

190 /  — /  24 /  — 104 /  9   32 /  4 363 

11月 21日 
主日崇拜網上直播，瀏覽︰73人/家庭 本堂-少崇︰視像 3人 

183 /  22 /  27 /  — 106 /  8   28 /  3 377 

11月 28日 
主日崇拜網上直播，瀏覽︰72人/家庭 本堂-少崇︰視像 1人 

159 /  14 /  25 /  — 105 /  9   33 /  3 348 
座位 220 /  30 /  40 /  10 315 / 30   70 /  8 723 

＃崇拜時，有 3位弟兄姊妹外出                   7 

三堂會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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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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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崇拜 少年 主日 上午 10:15 以弗所團契 成年 不定期 

兒童主日學 嬰孩、兒童 主日 上午 11:15 加利利團契 青成年伉儷 第四週六 下午 4:30 

成人主日學 各界人士 主日 上午 10:10 迦南團契 青成年 週六 下午 4:30 

祈禱會 信徒 
第四主日 崇拜時段 安得烈團契 青年 主日 下午 2:30 

週三 下午 7:30 約瑟團契 青年 主日 下午 12:30 

差傳祈禱會 信徒 第二週三 下午 7:30 便雅憫團契 大專 主日 下午 12:45 

伯利恆團契 長者 第一主日 午堂崇拜後 伯特利團契 中學至大專 主日 上午 11:00 

迦密團契 婦女 第二及四週三 上午 10:00 希伯崙小組 少年 主日 上午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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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主同行小組 成年 第二週二 下午 7:30  

 

每週奉獻 2021 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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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奉獻 

慈惠奉獻（B）代轉 

610.00 

13,000.00 

1,800.00 

3,300.00 

1,200.00 

20.00 

45,438.00 

2,220.00 

14,100.00 

500.00 

640.00 

8,000.00 

300.00 

2,000.00 

 

160.00 

2,260.00 

200.00 

500.00 

3,000.00 

1,430.00 

68,698.00 

4,520.00 

19,900.00 

4,700.00 

合計 $ 19,910.00 $ 62,278.00 $ 10,940.00 $ 6,120.00 $ 99,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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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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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kon@ecgc.org.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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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ilto:chakon@ecgc.org.hk
http://www.ecg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