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城福音堂（得寶堂）
靈命成長扎根深
事奉蒙福結果多
講員
司琴
司他
音響
招待

：馮應佳傳道
：鄧 祺弟兄
：劉達志弟兄
：李振宇弟兄
：陸自容姊妹
陳仁傑弟兄

2016-2020年五年目標
人人事奉 共建神家
2019年6月9日
主席：葉詠茵姊妹
值勤：許寶儀執事
領唱：梁國輝弟兄
電腦：盧鎮文弟兄
事務：陳秀姿姊妹
陳妙嫦姊妹

少年崇拜 參加成人崇拜
領 詩 ： 林映姍姊妹
兒童崇拜
幼童組 ： 容群娣執事
兒童組 ： 林映姍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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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眾坐
……………………………………………… 眾坐
… 尼希米記 九 6 ……………………… 眾坐
…【獻上頌讚】…………………………… 眾立
…【祢是我神】…………………………… 眾立
……………………………………………… 眾立
… 以賽亞書 二十五 1-9 ……………… 眾坐
…【連於祢】……………………………… 眾坐
…【立志擺上】…………………………… 眾坐
… 相遇在關卡 …………………… 馮應佳傳道
馬可福音 二 13-17
眾坐
回應詩歌 …【傾出愛】………………
歡迎新朋友及家事報告 ………………… 許寶儀執事
眾立
恭讀 …【每月經訓、主禱文】…………
眾立
三一頌 ……………………………………
祝福 ……………………………………… 麥志明傳道
默禱、殿樂 ……………………………………… 眾坐
散會、彼此問安 …………………………………
序樂
問安
宣召
讚美
讚美
祈禱
讀經
詩歌
詩歌
講道

得寶堂報告事項
1.是日承蒙基督教恩典生命堂馮應佳傳道蒞臨
證道，訓勉及造就信徒，本堂深表謝意。
2.深荃分區祈禱會於明天(6月10日星期一)晚上
7:30在阮旭光執事府上舉行，誠邀區內外肢體
參加。
3.為環保節能，除了教會聚會外不能啟動2H副堂
空調，肢體請使用2J室/3M室及只可啟動一部
空調。
4.2018年度財政報告已張貼在教會流動壁報板，
亦上載教會電話群組及網頁kcec.hk。
5.九龍中東分區祈禱會將於6月17日(星期一)晚
上8:00在羅柏康弟兄府上舉行，誠邀區內外肢
體參加。
6.迦勒小組將於6月23日下午2:00-3:30在2J室
舉行「精神健康」講座，誠邀各團契及小組有
興趣的弟兄姊妹參加。

7.2019年7-9月主日崇拜司職人員表，已張貼在
教會壁報板，兄姊可按需要自行修改及通知
幹事。
8.上週聚會人數：
主日晨禱會：4人
週三祈禱會：9人
成人崇拜 ：87人(遲到人數10人，佔11%)
少年崇拜 ：4人
兒童崇拜 ：11人
9.下主日(16/6)父親節主日司職人員表
講 員
陳思賢牧師
主 席
關文晃弟兄 司琴 葉詠茵姊妹
音 響
李振宇弟兄 電腦 盧鎮文弟兄
招 待
戴劍婷姊妹、馮偉明弟兄
事 務
歐婉薇姊妹、陳妙妙姊妹
值 勤
樓曾瑞執事
少年崇拜 參加成人崇拜
領 詩 ： 容群娣執事
兒童崇拜 幼童組 ： 容群娣執事
兒童組 ： 熊碧娜姊妹

三堂報告事項
1.本年度的「聯合崇拜暨會友大會」定於 6 月
30 日在彩頤居眾樂樂堂舉行。敬請各位會友
預留時間出席。
屆時會選舉 2019 至 2021 年度之執事,執事
候選人共有 2 位。他們將於 5 月至 6 月中
期間到各堂作自我介紹,與弟兄姊妹彼此認
識。
(6 月 9 日 周嘉峯執事到曉光堂）
1.1.2018 年度會友大會有投票權之會友名單
已張貼在門口流動壁報板上，如有錯漏
請盡早通知所屬堂會幹事。

1.2.<會友大會通知書> (內有選票和授權書)
已在 6 月 3 日起電郵或 whatsapp 或郵寄分
發給各位會友。亦備有印刷本供各位索
取。敬請細閱。還沒收到會友大會通告的
有投票權會友請盡早聯絡所屬堂會幹事。
1.3.會友需符合下列條件方有投票權:
在會友大會所發通知書之前的四個月內曾
出席主日崇拜;及全年出席十五次及以上主
日崇拜。
否則自動失去投票權利，除非執事會接受
其缺席理由。
2.由核數師 Miss Lau Man Wai 簽發之
“The Kowloon City Evangelical Church
Limited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2018”並 《2018 年財政支出結算》。
三堂備有該文件供各位會友索取。
3.執事會將於 6 月 30 日(主日)下午 3:00 在得
寶堂舉行會議，請有關人士預留時間出席，
共商聖工。
4.聯合堂議會會議將於 6 月 30 日(主日)執事會
後隨即舉行。

宣教報告事項
本年度七月十三日至二十日的西北甘霖城文化
交流之旅，因參與人數不足而取消。

代禱事項
1.懇切求主預備傳道同工來牧養教會。
2.求主帶領 6 月 30 日的會友大會及執事選舉。
3.記念教會的栽培與承傳的迫切，求主給智慧和
力量給傳道同工及領袖，從主領受要定的方向
和策略。

九龍城福音堂
主日崇拜程序表
2019 年 6 月 9 日

4.記念正要應付期終試的學生，求主幫助他們能
盡己力溫習及有足夠休息和精神，並依靠主去
面對考試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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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