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城福音堂（得寶堂） 

2016-2020年五年目標 

人人事奉 共建神家 

2019年1月13日 

講員    ：周兆真博士 主席：陳慧儀姊妹 

司琴    ：鄧  祺弟兄 值勤：武凱玲執事 

司結他  ：劉達志弟兄     領唱：區嘉安姊妹 

                               李振宇弟兄 

音響    ：彭志權弟兄 電腦：盧鎮文弟兄    

招待    ：陳妙珍姊妹 事務：戴劍婷姊妹 

        梁婉玲姊妹    彭志權弟兄 

    

★ 請安靜預備敬拜神 ★ 
 崇拜前請關掉手提電話或其他響鬧裝置。 
序樂 ……………………………………………… 眾坐 

宣召 … 詩篇 一百零五 1-3  ………………… 眾坐 

讚美 …【歡欣】………………………………… 眾立 

…【頌讚祢哈利路亞】…………………… 眾立 

祈禱 ……………………………………………… 眾立 

詩歌 …【榮耀都歸祢】…………………………  眾坐 

讀經 … 詩篇 一百三十八 1-3………………… 眾坐 

詩篇 一百零七 21-22  

詩歌 …【獻給我天上的主】……………………  眾坐 

講道 … 學習神的道最為有福 ………… 周兆真博士 

詩篇一 1-6           

回應詩歌 …【長青柏樹】………………      眾坐 

歡迎新朋友及家事報告 ………………… 武凱玲執事 

恭讀 …【每月經訓、使徒信經】……… 眾立 

三一頌 …………………………………… 眾立 

祝福 ……………………………………… 麥志明傳道   
默禱、殿樂 …………………………………… 眾坐 

散會、彼此問安 ………………………………  

 

 

少年崇拜 參加成人崇拜 

兒童崇拜 

 

領  詩  ：黃綺華姊妹 

幼童組  ：蔡詠婷姊妹 

兒童組  ：黃綺華姊妹 

 

得寶堂報告事項 
1.是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院長周兆真博士蒞臨

證道，訓勉及造就信徒，本堂深表謝意。  

2.得寶堂堂議會將今日(1月13日)主日下午2:30

在2J室舉行，請各成員預留時間出席。 

3.請出席林沈巧珠姊妹安息禮拜獻詩者，於今日 

  (1月13日)崇拜後10分鐘在2H正堂練詩。 

並於1月15日(星期二)晚上7:30前到達紅磡世

界殯儀館地下景行堂綵排，報名及詳情請聯絡

關文晃弟兄。 

4.請勿存放私人物品於教會，不通知幹事及不標 

示的物資，教會自行處理及不再另行通知。 

5.上週聚會人數：  

主日晨禱會：4人    週三祈禱會：8人 

成人崇拜：83人(遲到人數8人，佔10%) 

少年崇拜：5人      兒童崇拜：13人 

 

 

 

 

6.下主日(20/1) 司職人員表 

講  員 陸迺定牧師 

主  席 葉詠茵姊妹 司琴 冼志偉弟兄 

音  響 彭志權弟兄 電腦 蔡詠婷姊妹 

招  待 陳妙妙姊妹、洪瑞芳姊妹 

事  務 洪瑞芳姊妹、馮偉明弟兄 

值  勤 容群娣執事 

少年崇拜 參加成人崇拜 

兒童崇拜 

領  詩  ：趙佩玉姊妹 

幼童組  ：趙佩玉姊妹 

兒童組  ：張孔修姊妹 

三堂報告事項                                                                                                                                                       
2019至 2021年度之執事選舉，現在開始接受提

名，截止報名日期是 24/2/2019。請參閱"九龍

城福音堂 - 執事選舉章程(2015年修訂版)" 

(張貼於報告版上)，並可向各堂主任或幹事索

取提名表格。(備註: 執事任期為兩年) 

宣教委員會報告事項 
2019年宣教認獻目標為港幣$686,000，現已認

獻的金額為$539,800，尚欠$146,200，請繼續

代禱。兄姊如欲在大使命有份，請填妥認獻表

後投入奉獻箱。 

宣教代禱事項 
1.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將於2019年6月舉辦以年青

人為對象的差傳營會。現正接受報名和義工

招募。請為籌備工作，以及造就和推動青年

信徒傳承神宣教的使命代禱。 

2.請繼續為宣教士鄧少君姊妹身體的治療和康

復禱告，求主賜她信心和能力，讓她在治療

過程中有平安，求主加力。 

3.請為宣教士蔡志仁牧師禱告，求主賜他有智

慧和能力，在新的工場(創啟事工)為主發

光。 

同心同行建神家 

盡意盡力育英才 



三堂肢體動態 

†安息禮拜† 

會友(得寶堂)林愛鸞、林愛玉、林愛群、林愛薇、 

林仰成和(得恩堂)林愛琴的母親林沈巧珠姊妹於 

2019 年 1月 1 日(星期二)零晨安息主懷。 

安息禮拜定於 2019 年 1月 15 日(星期二)晚上 

8:00 在紅磡世界殯儀館地下景行堂舉行。 翌日 

1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舉行告別禮，隨後

移至鑽石山火葬場火化。 

求主安慰姊妹們、弟兄及其家人。求主保守家人

於安排先人的身後事及喪禮上得以順利。 

† 離世 † 

祁文標先生(得寶堂會友祁謝華滿的家翁及

熊碧娜二姐夫)於 2019 年 1 月 3 日(星期四)

因心臟病與世長辭。 

求主安慰我們的姊妹及其家人。求主保守家

人於安排先人的身後事及喪禮上得以順利。 

 

聚會推介 
 

崇拜與聖樂綜論公開講座 
地點 :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19號五樓小禮拜堂 

時間 : 晚上7:30-9:30 

講員 : 羅炳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 

前院長/音樂系教授) 

       羅潔盈博士(建道神學院助理教授) 

       王董智敏博士(建道神學院助理教授) 

 「會眾的歌 : 二十一世紀謙卑的聖詩」 

日期 : 2019年 1月 17日(星期四) 

請抽空出席，裝備事奉，尤其是鼓勵主日崇拜

的主席、領唱及詩班員、參與兒崇及少崇事奉

的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詳情請看門外壁報板海報，費用全免，敬請網

上報名。 

 

代禱事項 
1.記念身體軟弱及患病的肢體，求主施恩憐憫

他們在乍暖還寒的季節能安穩渡過。為需要

照顧身體軟弱家人的肢體禱告，願神賜下安

慰及加添力量。 

 

2.記念本堂今年的各部事工計劃與推行，求主

加添智慧給各部負責的領袖和肢體，能讓各

人同心合意，彼此配合事奉神。 

 

3.求主預備傳道同工來牧養教會。 

 

4.記念有親人離世的肢體，求主安慰和保守他

們和他們的家人。 

 

 

 

 

 

 

 

 

 

 

 

 

九龍城福音堂 
主日崇拜程序表 

2019年 1月 13日 
 

 
【得寶堂】 
九龍牛頭角道 3 號得寶花園商場 2H、2J 及

3M 室(彩雲道入) 

電話：2799 0021、2758 5270 

網址：kcec.hk    電郵：takbo@kcec.hk 
 

【曉光堂】 
九龍觀塘秀茂坪曉光街 44 號富華閣 2/F 6B

及 10B 室 

電話：2775 8816   傳真：2717 5110 

網址：hkc.kcec.hk 

電郵：hiukwong@kcec.hk 

 

【得恩堂】 
九龍城衙前圍道 144 號錦利閣一樓 

A & B 座 

電話：2716 3010、2716 3050 

傳真：2716 3030  

網址：takyan.kcec.hk 

mailto:takbo@kcec.hk
mailto:takbo@kcec.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