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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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 
講員 ：張映玉姑娘 主席：關文晃弟兄        

司琴 ：梁婉霞姊妹 值勤：阮旭光執事 

音響 ：翁樹民弟兄      電腦：陳祈安姊妹   

招待 ：陳妙妙姊妹      事務：樓曾瑞執事 

     付國會姊妹    張孔修姊妹 

襄禮：許寶儀執事、武凱玲執事、容群娣執事 

     宣教主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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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安 ……………………………………………… 眾坐 

宣召 … 詩篇一百一十八 22-24 ……………… 眾坐 

讚美 …【祢是榮耀君王】(美樂頌 第 25首)  眾立 

讚美 …【唯一根基】…………………………… 眾立 

祈禱 ……………………………………………… 眾立 

讀經 … 生命聖詩經文選讀第 72段(不要愁煩) 眾坐 

詩歌 …【主懷念我】…………………………… 眾坐 

會歌 …【主的使命】(青年聖歌 II 第 180首) 眾坐 

講道 … 那坐在你身旁的會是誰？…… 

        啟示錄五 9-10、七 9-17 
張映玉姑娘 

回應詩歌 …【我們有一故事傳給萬邦】 眾坐 

(青年聖歌 I 第 129首)  

擘餅詩歌 …【遵主恩言】……………… 

(生命聖詩 237首) 

樓曾瑞執事 

歡迎新朋友及家事報告 …………………  阮旭光執事 

恭讀 …【每月經訓、使徒信經】……… 眾立 

三一頌 …………………………………… 眾立   
默禱、殿樂 ……………………………………… 眾坐 

少年崇拜 參加成人崇拜 

兒童崇拜 

 

領  詩     ：馬慧賢姊妹 

幼童組     ：馬慧賢姊妹 

兒童組     ：古少賢姊妹 

 

 

 

得寶堂報告事項 
1.是日承蒙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助理教育動員主

任張映玉姑娘蒞臨證道，訓勉及造就信徒，本

堂深表謝意。 

2.2019-20年度第二次堂議會會議將於11月10日 

主日下午2:30在2J室舉行，請各成員依時出席。 

3.10月27日已順利完成2020年至2021年度得寶

堂職員選舉，當選名單如下: 

部門 職員 

基督教 

教育部 
張孔修(部長)  黃偉堅 

宣教部 羅柏康        陳慧儀  劉達志 

佈道部 歐婉薇        洪瑞芳 

影音及資

訊科技部    

翁樹民(部長)  李振宇  陳祈安   

鄧健良 

兒童及少

年崇拜部    

古少賢(部長)  葉詠茵 

 

 

部門 職員 

聖樂部 余知行(部長)  陳妙珍 

事務部  關文晃(部長)  彭志權  周淑雯 

財務部 馮偉明(部長)  李燕嫻  梁國輝 

關顧部 陸自容(部長)  王偉玲  曾金桃 

4.上週聚會人數：  

主日晨禱會：3人    週三祈禱會：6人 

成人崇拜  ：68人 (遲到人數7人，佔10%) 

少年崇拜  ：2人   兒童崇拜  ：10人 

5.下主日(10/11)宣教主日崇拜司職人員表 

講  員 亞倫牧師 

主  席 陳慧儀姊妹 司琴 鄧  祺弟兄 

音  響 翁樹民弟兄 電腦 陳祈安姊妹 

招  待 李美儀姊妹、古少賢姊妹 

事  務 洪瑞芳姊妹、馮偉明弟兄 

值  勤 樓曾瑞執事 

少年崇拜 參加成人崇拜 

兒童崇拜 

 

領  詩     ： 戴劍婷姊妹 

幼童組     ： 戴劍婷姊妹 

兒童組     ： 陳妙嫦姊妹 

 

三堂報告事項 
1)九福第四十二屆宣教年會於 11月3、10及17

日舉行，主題為「宣教中國心」。11月17日

聯合崇拜暨宣教年會於上午11:00 假九龍牛

頭角彩霞道55號彩頤居眾樂樂大禮堂舉行。

敬請弟兄姊妹留意及出席。 

2)當日在彩頤居『步舞九天』活動室亦有兒童

宣教聚會，請各家長準時於上午10:50 帶同

孩子到彩頤居大堂集合。 

3)三堂聯合堂議會於11月17日下午2:30在   

得寶堂舉行，請各位同工執事預留時間出

席。 

靈命成長扎根深 

事奉蒙福結果多 



4)執事會將於11月17日下午聯合堂議會會議後

舉行，請各位執事預留時間出席。 

5)得寶堂麥志明傳道將於10月30日至11月15日 

放假。 

 

宣教報告事項 
1)2019年宣教委員會認獻致謝信於今日起開始

派發給弟兄姊妹，宣委會感謝弟兄姊妹愛心

奉獻。 

2)差傳關懷祈禱會於今日(11月 3日)主日下午

2:00在得寶堂 2H副堂舉行，誠邀三堂肢體參

加。 

3)2020年度宣委會財政教預算於 11月 2日後以

電郵/電話群組給各弟兄姊妹參看。在宣教月

期間，各堂亦會預備數份此影印本供肢體閱

讀。 

4)世界上很多地區是不允許公開傳福音的，為

避免敏感資訊被傳開及保障宣教士之安全，

故三堂在宣教月內之主日崇拜講台訊息將不

會錄音存檔，敬請留意。 

 

宣教代禱事項 
十一月為本教會的宣教月，盼望講台訊息讓我

們清楚知道每位信徒在宣教的位份，激勵我們

熱愛寶貴靈魂及將福音傳給未得之民，見證主

的大愛大能。 

 

 

 

 

 

 

三堂肢體動態 

†安息禮拜† 

會友(得恩堂)馮偉榮弟兄(會友得恩堂馮小香

及馮懷香的父親)於 2019 年 10 月 19 日(星期

六)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11 月 15 日(星期

五)晚上 7 時 30 分在紅磡世界殯儀館一樓博愛

堂舉行，翌日 11 月 I6 日(星期六)上午舉行告

別禮。 

請肢體為弟兄家人禱告，求主安慰弟兄家人及

保守後事安排順利。 

 

代禱事項 
1.為香港求復和及平安。求神憐憫這城市，親自

化解各人心裡的仇恨和憤怒，平復不安的情緒，

止住暴力行為，讓和平再臨到這城市。 

 

2.為各肢體在神面前同心同行，復興教會禱告。

又求神預備祂所喜悅的傳道同工來牧養我們。 

 

3.為新一屆各部職員祈禱，求神賜各人智慧能力，

互相配搭，實踐使命。又求神興起弟兄姊妹同

心參與服事，共同建立教會。 

 

4.為本堂的 Awana事工祈禱，昨日(11月 2日)正

式開始 Awana事工的活動而感謝神。祈求主加

添各導師的智慧和力量，讓他們能在主裡同心

合意造就少年人。 

 

 

 

 

九龍城福音堂 
主日崇拜程序表 

2019年 11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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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