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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福音堂 
Kowloon City Evangelical Church 

聯合崇拜暨會友日 

聯合崇拜程序表 
      

 

 

日期：2019年 6月 30日（主日)早上 11:00    

  地點：九龍彩霞道 55號彩頤居眾樂樂禮堂                                          



２ 

 

九龍城福音堂聯合崇拜暨會友日 
聯合崇拜程序           2019年6月30日 

講員：陳鏡如牧師 主席：李鴻登執事 

司琴：陳天慰姊妹 電腦：李穎康弟兄 

招待：簡悅建姊妹、黃夢霓姊妹、馮淑儀姊妹、樊月娟幹事 

事務：樓曾瑞執事、李美儀姊妹、譚振昌弟兄、梁俊健弟兄 

值勤：阮旭光執事、梁佩妍執事、林美芳姊妹 

★ 請安靜 預備敬拜神 ★ 

崇拜前請關掉手提電話及其他響鬧裝置。多謝合作！ 

 

 

  

主前默想  …………………………………………  眾 坐 

序樂  ……………………………………………… 眾 坐 

宣召 …  詩篇 二十四 1-10 (第4頁)  ………… 眾 坐 

認罪祈禱  ………………………………………… 眾 立 

讚美 … 【祢是榮耀君王】 (第5頁)………………  眾 立 

詩歌 … 【慈繩愛索】 (第5頁)……………………  眾 立 

讀經 …  羅馬書 八 1-39 (第6-8頁) …………… 眾 坐 

獻詩 … 【神的愛】 (第8頁)………………………  詩 班 

講道 …  信心的實踐 (第9-10頁) ……… 陳鏡如牧師 

   創世記二十八20-22  詩篇 一百一十六 1-2 

哈巴谷書三17-19 

 

回應詩歌 …【立志擺上】 (第11頁)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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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朋友及家事報告 … (第12-21頁) … 張如南執事 

 三堂及得寶堂報告－ (第12-17頁) 

 曉光堂報告－(第18頁)  

 得恩堂報告－(第19-21頁)  

頌讚 …【三一頌】 (第11頁) ……………………… 眾 立 

祝福 ……………………………………… 陳鏡如牧師 

默禱、殿樂 ………………………………………… 眾 坐 

散會、彼此問安  

 

 

 

 

 

少年崇拜及兒童崇拜負責人 

少年崇拜 參加成人崇拜 

兒童崇拜 合班崇拜  馬慧賢姊妹 

古少賢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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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 … 詩篇 二十四 1-10 

1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 

2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 

3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 

4就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 

5他必蒙耶和華賜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義。 

6這是尋求耶和華的族類，是尋求你面的雅各。  

7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 

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8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 

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 

9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 

抬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10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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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 …【祢是榮耀君王】(美樂頌25首)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蒙許可使用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和散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耶穌是彌賽亞！ 

 

 
讚美 …【慈繩愛索】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來到祢的寶座前，我舉起雙手讚頌， 

祢配得一切榮耀尊貴，祢是王掌管明天。 

來到祢施恩座前，我將我的心奉獻， 

惟獨祢愛我天天不改變，奇妙救主我永屬祢。 

慈繩愛索緊緊牽引我，為我捨身背起我罪， 

護我一生飛奔展翅上騰，在主裡能得安穩。 

我願一生歇力同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徬徨人生不擔心， 

因有祢伴我行，靠著祢能走出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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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 羅馬書 八 1-39 
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 

2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 

罪和死的律了。 

3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 

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4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 

身上。 

5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 

聖靈的事。 

6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7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8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 

9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 

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10 基督若在你們心裏，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 

11然而，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那叫基

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使

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12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

著。 

13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

行，必要活著。 

14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15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

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16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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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18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

意了。 

19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20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

他如此的。 

21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

榮耀。 

22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23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

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24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

望他所見的呢？ 

25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26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27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

聖徒祈求。 

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

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

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31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

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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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

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 

33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了。 

34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

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35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

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

劍嗎？ 

36如經上所記： 

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37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38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

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39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獻詩 …【神的愛】（詞/曲：楊伯倫） 

你曾否被主愛所吸引？被祂的愛心所得著？ 

你曾否住在主的愛裡，渡過著榮美豐盛生活？ 

在主愛裡轉瞬又已渡過一年 愈住在主裡愈愛主更堅。 

朋友啊！倘若你未與主同在，快來領受主恩典。 

主的愛如江河流水源遠流長，主的愛如碧藍天空廣闊無邊； 

主的愛如巍巍高山聳入穹蒼，主的愛如深杳海洋底不可見。 

朋友啊！倘若你未與主同在，快來領受主恩典。 

主的慈愛永不變，等候你來領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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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 

講題：信心的實踐 

經文： 

創世記二十八 20-22   

20雅各許願說：「  神若與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給我食物吃，衣服穿， 

21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親的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   

神。 

22我所立為柱子的石頭也必作   神的殿；凡你所賜給我的， 

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你。」 

詩篇 一百一十六 1-2 

1我愛耶和華，因為他聽了我的聲音和我的懇求。 

2他既向我側耳，我一生要求告他。 

哈巴谷書 三 17-19   

17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 

18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    神喜樂。 

19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這歌交與伶長，用絲弦的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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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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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歌 …【立志擺上】 

版權屬 建道神學院新你呈敬拜隊 所有 

 

曾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擘開， 

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恩深似海。 

能相愛，皆因被愛，能醒覺，要被拆改， 

能穿起救恩，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 

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你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 

在你恩手裡，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 

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裡面能盛載，神豐足的厚愛。 

 

   

 

頌讚 …【三一頌】(生命聖詩第 536首) 

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已允准使用。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地上生靈當讚主恩， 

天上萬軍頌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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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堂報告事項  

 
 

1. 是日承蒙東涌靈糧堂陳鏡如牧師蒞臨證道，訓勉和造就信

徒，本會深表謝意。 

 

2. 歡迎各位來賓及肢體出席是日主日崇拜。願主賜福給你們。

願你們帶著主耶穌基督的平安與喜樂回家，祝福他人。 

 

3.本堂衷心感謝彩頤居今日借出場地，並感謝各職員協助， 

使本會能順利舉行聯合崇拜暨會友大會。 

 

4. 請各位家長在主日崇拜後盡快前往「步舞九天」活動室接

回兒童崇拜的子女，方便導師在 「會友大會」投票。 

 

5. 會友大會於崇拜後隨即舉行，預計至下午1:30結束。請各位

會友留步參加。本堂備有小食給出席的會友，請勿於指定

的地點以外進食，又請將垃圾放入指定的容器。 

 

6.由核數師 Miss Lau Man Wai 簽發之 

“The Kowloon City Evangelical Church Limited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2018” 現場備有影印本供會

友索取。 

 

7.請會友取閱 《2018年年報暨2019年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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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執事會會議將於今日下午3:00在得寶堂召開，請各位成員依

時出席，共商聖工。 

9.聯合堂議會會議將於執事會會議後舉行，請各位成員依時

出席，共商聖工。 

10.感謝主! 會友關文晃弟兄/關文龍弟兄母親關李恩好姊妹

已於2019年6月21日(星期五)上午由麥志明傳道在關李恩

好姊妹府上施行灑水禮，受洗歸入主基督名下，成為九龍

城福音堂會友。 

11.本會聚會∕活動因天氣惡劣而作的特別安排 

若聚會∕活動前兩小時，天文台發出的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

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則是項聚會∕活動

將會取消。（例：崇拜於星期日上午10:00舉行。若上午8:00

上述信號仍然生效，崇拜將會取消。） 

若天文台宣布將於聚會∕活動前兩小時至聚會∕活動結束後

一小時內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則是項聚會∕活動亦會取消。（例：團契於星期六下午

4:00至6:00聚會。若天文台宣布將於2:00至7:00間發出上述信

號，團契聚會將會取消。） 

若天文台在聚會∕活動期間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則聚會

∕活動繼續進行，會眾應在安全情況下才離開。教會會繼續

開放，直至所有會眾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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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堂聚會推介 

《路加讀經.型.2019》 

目的: 培養讀經興趣與習慣 。 

讀經原來是好有型！ 

地點：得恩堂 

日期：7月21日主日 

時間：下午2:00至3:30 

講員: 姚澤煌牧師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紅磡堂堂主任) 

報名：歡迎三堂肢體參加 ，可向得恩堂盧傳道報名 

 

宣教報告事項  
差傳關懷祈禱會將於7月7日(下主日)下午2:00在得寶堂 

2H副堂舉行，誠邀三堂肢體參加。 

宣教代禱事項  
本會所支持之香港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OCM)致力

向歐洲各地的華人群體傳遞救恩，請禱告記念他們

與當地教會攜手合作建立中國大陸學生、華人新移

民、講本土語言的華裔人士團契或教會之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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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 關顧部將於7月14日主日崇拜後舉辦愛筵，誠邀各肢體 

預留時間出席。 

為支持環保，鼓勵出席兄姊自備餐具。 

2. 得寶堂堂議會將於7月14日主日下午2:30在2J室舉行，請各

成員依時出席。 

3. 曉光堂將於6月24日至8月9日進行維修工程，維修工程期間

主日崇拜會與我們一起敬拜。 

4.2018年年刊暨2019年年會議程已上載電話群組及教會 

網頁:kcec.hk。 

5.聚會人數： 

(23/06) 主日晨禱會人數：3人 

成人崇拜人數：88人 (遲到人數9人，佔10%) 

少年崇拜人數：4人 

兒童崇拜人數：14人 

(26/06) 週三祈禱會人數：7人 

 

 

 

 

 

得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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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主日(07/07)司職人員表 

主日崇拜 

講員/擘餅 麥志明傳道 

主席 關文晃弟兄 司琴 梁婉霞姊妹 

音響 彭志權弟兄 電腦 蔡詠婷姊妹 

招待 柯培麗姊妹、吳志文弟兄、李笑薇姊妹 

事務 張鄺鴻弟兄、成敏華姊妹 

值勤 武凱玲執事、張如南執事 

擘餅襄禮 樓曾瑞執事、容群娣執事、武凱玲執事 

少年組 

少年崇拜 參加成人崇拜 

兒童組 

領詩 兒童組 幼童組 

洪瑞芳姊妹 陳妙嫦姊妹 洪瑞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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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懇切求主預備傳道同工來牧養教會。 

2.為教會的承傳與凝聚禱告，求主幫助栽培工作計劃和肢體

願意承擔事奉的心。又為肢體的團契生活禱告，讓肢體間

能彼此建立與守望。 

3.為執政掌權、警察及市民的禱告，祈求掌權者以謙卑和理

性的態度，用合適的方式來回應現時處境。求主掌權及憐

憫，賜予眾人滿有平安，又讓神的公義和慈愛得以彰顯。 

4.為關文晃弟兄母親(關李恩好姊妹)最近願意接受主耶穌為

救主及接受水禮而感恩和代禱，求主堅立伯母的信心，又

能經歷更多神的恩典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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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0B單位於 6月 24日開始全面維修，工程將於 8月 9日

完成。工程進行期間，主日崇拜將會與得寶堂弟兄

姊妹一同敬拜，並鼓勵以利沙小組一同參與崇拜；

兒童主日學則與得寶堂兒童合班。在這期間為方便

處理奉獻，肢體若奉獻給曉光堂，可在維修完結後，

回到曉光堂聚會時才作奉獻。  

經堂議會議決，同工將採用在家辦公形式處理堂會

事務至 8 月 9 日。弟兄姊妹如有要事，請致電同工

手提：張傳道 94109795；樊幹事 96591145，敬請各

肢體垂注。   

 

代禱事項  
為教會維修事宜禱告，求神賜下智慧給執事同工，在與工程公

司協商的過程並安排預備工作上，靠著主恩得以順利。 

上週聚會出席記錄  

成人崇拜 42 人 

 

芥籽團 

 

 

5 人 
 

 

崇拜遲到人數 9 人，佔 21.4% 
 

 

曉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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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週 恩 言  
 
 
 
 
 
 
 
本 週 讀 經  
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 1節至第 26節 
耶穌預言審判耶路撒冷 

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表明他是彌賽亞君王的身分。他詛

咒表面茂盛卻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於是第二天樹就枯萎了，

這象徵耶穌對不結果子的聖殿的審判。他又阻止聖殿的商業

活動，斥責聖殿已淪為賊窩，目的是要用行動宣判聖殿將要

受到審判。(引自「聖經主線大追蹤」讀經日記‧春季 2 月 7

日漢語聖經協會 2019 年出版，蒙允准使用，謹此致謝) 
 
得 恩 堂 代 禱 事 項  
1. 為九福宣教事工禱告，求主保守九福對傳福音到外邦異

象，行在神的心意中，帶領及感動更多肢體參與。 
 

2. 為今天選執事、執事互選及聯合堂議會能順利進行告。 

 

3.逃犯修訂條例事情餘波未了，求主賜巿民和政府雙方均能
克制地面對對方、和平理性地表達、思想開放地聽得進對
方的聲音、態度謙卑地處理事件。 

  

凡敬畏耶和華的，無論大小，主必賜福給
他。  

詩篇 11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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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恩 堂 報 告 事 項  

1.3/7/2019(週三)祈禱會主題：「為DSE學生放榜」; 時
間:7:30pm至 9:00pm，由林愛琴執事主領。請各位弟兄姊
妹參加，一同禱告、祈求、感恩。歡迎提出代禱事項。 

 

2.歡迎弟兄姊妹於每月第一個主日講見證。可選擇分享在教
會生活中所領受之恩典,或其他經歷。請向堂主任報名。 

 

3.不經不覺，Takyan Cafe 已經進入 Summer 2019 啦。為咗隆
重其事，Takyan Cafe 會走進長洲。一定不能錯過。 

  日期：7 月 28 日（星期日） 
時間：黃昏時段 
地點：長洲白普理 
內容：Snacks & Coffee; 前菜遊戲;   

   心靈鷄 Songs; 主的主菜；甜品禱告 
主題：祈禱蒙感恩的 experience  

   Takyan Cafe，走到你心扉。 

 

4.2019暑期聖經班 << 玩轉 EMOJI 😁😍😎🤭 >> 將於
15-20/7舉行，詳情如下: 
時間: 上午 9:30-下午 1:30 
對象: 小學 1-6年級學生 
內容: 故事、手工、遊戲、茶點、大旅行….. 
費用: $80 
報名及查詢: 李姑娘 9468 0507 

 
5.上週各聚會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 26人            兒童崇拜: 9人   

  小精兵團  :  9人(22/6)         
婦女英文班:  9人(22/5)、9人(29/5) 

6人(5/6)、7人(12/6)、7人(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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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司 職 人 員  

下主日 7/7/2019:   

講道 盧炳光傳道 主席 李詩韻幹事 司琴 陳天慰姊妹 

招待 吳嘉寶姊妹 司事 劉定邦弟兄 音響 李穎信弟兄 

兒童崇拜 周玲玲姊妹 擘餅 盧炳光傳道 擘餅司事 黃世英姊妹 

請於 9 時 30 分之前到達教會開始事奉工作 
請主席在星期三或之前將主日崇拜程序及詩歌交給李詩
韻幹事。 
請從本堂已申請使用之詩歌版權持有人名單中選取詩歌
(壁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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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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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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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takbo@kcec.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