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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堂聯合崇拜暨宣教年會 
講員：梁明財牧師                      主席：羅柏康弟兄 

電腦：陳祈安姊妹   司琴：鄧  祺弟兄 

招待：區嘉安姊妹、張孔修姊妹、樊月娟幹事、楊  芳姊妹 

事務：陸自容姊妹、彭志權弟兄、梁俊健弟兄、陳偉濤堂委 

值勤：許寶儀執事、張如南執事、李鴻登執事 

†崇拜前請關掉手提電話及會發聲的物件。多謝合作！† 

程序              內容 

安靜 ………………………………………………………………… 眾 坐 

序樂 ………………………………………………………………… 眾 坐 

問安 ………….…「平安好朋友」 P.3 ..………………… 眾 坐 

宣召 ………….…「詩篇一百一十七 1-2」P.3..……… 眾 坐 

讚美 ………….…【全地至高是我主】P.3 …….....…… 眾 立 

祈禱 ………………………………………………………………… 眾 立 

會歌 ………….… 【主的使命】P.4  …………….……… 眾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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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普世宣教(生命聖詩經文選讀第 28 段」 

P.4-5 

眾 坐 

詩歌 ……………【傳給人】P. 5…………….……………… 眾 坐 

獻詩 ……………【我要再回來】P.6  …………………… 詩 班 

證道 …………………………………………………………. 梁明財牧師 

   講題：『時候到了!』  P.7  

   經文：提摩太後書 四 1-8  

回應詩歌 …….【忠主託付(生命聖詩 271 首)】P. 9 眾 立 

報告及財務預算 ………………………………………... 周璜錩弟兄 

信心認獻及感恩禱告 …………………………………. 張志明傳道 

      (收取認獻表負責人：宣委會成員)  

歡迎新朋友及家事分享 ……………………………… 許寶儀執事 

感恩頌讚 ……..【三一頌】P.10 ………….………… 眾 立 

祝福 …………………………………………………………. 梁明財牧師 

默禱、殿樂 ………………………………………………………… 眾 坐 

散會、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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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安: 平安好朋友 

Shalom 好朋友 Shalom 好朋友  

以馬內利 願主賜福您 

願主保守您 平安 平安 

 

宣召 :「詩篇一百一十七 1-2」 

1. 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 

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他！ 

2 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誠實存到永遠。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讚美 :【全地至高是我主】 

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 

投在祢的翅膀，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 

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賀。 

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 

讓這歌盡獻主，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恩慈信實，並賜下寬容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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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歌：主的使命 (青年聖歌Ⅱ 180 首) 

主耶穌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普天之下， 

要對萬民作我的見證，然後末期纔到。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教他們要遵守我的話，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一直到這世界的末了， 

我等候求主差我。 

版權屬 宣道出版社 所有，獲准轉載。 

 

讀經「普世宣教(生命聖詩經文選讀第 28 段」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 

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
救。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
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 

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
等佳美！ 」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

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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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普世宣教(生命聖詩經文選讀第 28 段」 

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
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
們。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

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

穌；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
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詩歌 :【傳給人】 

1.一點星星之火，可以使火著起來；在那周圍的人，

可以得到亮光。 真神的愛也是這樣，當你有這經

驗， 你要傳給每一個人，你要去傳給人。  

2.春天真是美麗，樹上滿都是綠芽；小鳥開始歌唱，

萬花都爭先開放。 真神的愛也是這樣，當你有這

經驗， 你要歌唱像春天已來到，你要去傳給人。  

3.朋友們快快來，我已得著這喜樂；你也能信靠祂，

無論你是在何處。  

(我要在山頂喊叫，我要全世界知道： 救主的愛已

臨到我，我要去傳給人)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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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詩：我要再回來       詩集：青年聖歌 III 199 

1.聽這有福應許：我要再回來， 

這應許是主賜給萬國萬民， 

今等候迎接祂，快樂歡呼迎祂。 

2.我聽見那應許：我要再回來， 

當我們思念祂是何等喜樂， 

在榮耀中回來，這故事真奇妙； 

3.何等寶貴應許：我要再回來， 

接我們到天家與救主同在， 

世上痛苦停止，天上快樂開始； 

副歌：我要來，要再回來，我要再回來， 

   這是何等有福應許，有一天我要回來， 

   或春或夏或秋冬、要傾聽那號角吹響， 

   因無人知道主何時回來。或春或夏或秋冬， 

   傾聽那號角吹響，主耶穌快要來到。 

   主耶穌快要來到。主耶穌快要來到。 

版權屬 宣道出版社 所有，獲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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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 

講題：『時候到了!』  

經文：提摩太後書 四 1-8 

1 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

前，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 

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

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3 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

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 

4 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謬的言語。 

5 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做傳道的工夫，盡你

的職分。 

6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

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

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

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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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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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歌 :【忠主託付(生命聖詩 271 首)】 
1.我已領受主的託付，一個至高至聖的使命， 

我要將祢偉大救恩，到世界各地方作見證， 

本來祢可以從天上，差遣天使把信息傳開， 

但因為祢無限的愛，使人有傳福音的光彩。 

 

2.主已吩咐我們要去，但願我們總不辜負主， 

凡不聽主命令的人，可怕災禍就必會來臨， 

我們當存畏懼之心，保守自己所得的救恩， 

我們更應遵從使命，為主到世界各處見證。 

 

3.我們都欠世人的債，應將福音向別人傳揚， 

主賜我們恩典慈愛，我們應當與別人分享， 

應使每一罪惡之子，最少有一次聽道良機， 

倚靠恩主領我的愛，使他有這盼望得福氣。 

 

副歌：我願意忠於主所託，向世界傳這信息， 

   若不傳便有禍，求使我願跋涉， 

   我願意忠於主所託，使我能夠榮耀祢。 

版權屬 宣道出版社 所有，獲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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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頌讚：三一頌 (生命聖詩 536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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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屬 宣道出版社 所有，獲准轉載。 

 

三堂報告事項 

1)是日承蒙九龍城浸信會主任牧師陳明財牧師蒞臨證

道，訓勉和造就信徒，本會深表謝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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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年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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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三堂聯合堂議會於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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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執事會於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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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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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三堂聯合浸禮將於2020年4月12日（復活節主日）

舉行，有意在2020年接受浸禮的肢體，可在今日 

(11月17日)開始向各堂傳道同工報名，截止報名日

期為2019年12月29日。 

 

7) 12月1日下午二時在得寶堂舉行乒乓球比賽，歡迎

三堂會友參加，參加者不限年齡性別。比賽項目、

形式及獎項要視乎報名參加人數而作決定。鼓勵會

友即日向所屬堂會幹事報名參加。 

截止報名日期為11月24日。 

 

8)曉光堂樊月娟幹事將於11月18、20及28日放假。 

 

宣委會報告事項 

已為 2019年度宣教認獻的肢體，請於 12月底前完成 

奉獻，請用綠色的「差傳事工奉獻封」作差傳奉獻， 

如有疑問請向各堂財務部查詢。 

宣委會代禱事項 

盼望藉著本月的講台訊息能激勵我們更熱愛寶貴靈

魂。而宣委會明年預算經費為$726,000，即每月需要

$60,500以協助本會所支持之宣教士、宣教機構及宣

教之事工。上主日已派發宣教認獻表，讓我們一同學

習信心的功課，請禱告後填寫認獻表以擺上我們的一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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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寶堂  

報告事項 

1)2019-20年度第二次堂議會會議改於11月24日下午

2:30在2J室舉行，請各成員依時出席。 

2) 上週聚會人數：  

主日晨禱會：3人    週三祈禱會：取消 

成人崇拜  ：82人 (遲到人數4人，佔5%) 

少年崇拜  ：4人   兒童崇拜  ：12人 

3)下主日(24/11) 司職人員表 

講  員 余妙雲姑娘 

主  席 余劍鋒弟兄 司琴 柯少麗姊妹 

音  響 翁樹民弟兄 電腦 陳祈安姊妹 

招  待 洪瑞芳姊妹、張鄺鴻弟兄 

事  務 陳妙珍姊妹、付國會姊妹 

值  勤 樓曾瑞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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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凱玲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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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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Awana 兒童事工已在 11 月 2 日正式開始，請

為導師和參加者禱告，求神預備更多 K3 至 P6 兒童

參加，並賜智慧能力和愛心予導師們，讓兒童從小

認識並接受福音。 

5.為患病和跌傷的肢體禱告，求主醫治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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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光堂  

報告事項 

1.下主日崇拜內舉行月禱會，請弟兄姊妹預備心靈，

同心為教會肢體，為親友與來賓禱告。 

2.教會將於 2019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至 31 日

（星期二）舉辦「開開心心過聖誕 2019」，對象是

小學一至三年級學生，預算收生 10 人，活動內容

有故事、手工、遊戲、茶點……等等，讓孩子們

過真正輕鬆的聖誕。目標接觸教會附近的鄰舍，

傳遞好信息。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9 年 12 月 15 

日，請弟兄姊妹禱告記念，一同為主尋羊。 

代禱事項 

1.為聘請傳道人禱告，求主預備合適的牧者牧養弟兄

姊妹及帶領教會發展。 

2.為主內弟兄姊妹彼此相交的生活祈禱，求賜愛心彼

此關顧，互相守望，同心追求良善和真理。 

3.為以法蓮團禱告、求主使組員彼此的關係更加緊

密、能一起配搭服事、同心禱告和扶持來禱告 

如有肢體需教會為其禱告，可聯絡堂主任或同工。
 



           

                                      2019 年 

                                       九龍城福音堂第 42 屆 

宣教年會 
 

 

 P.15       

 

曉光堂 11月份金句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天天傳揚他的救恩！在列

邦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 

(歷代志上 16：23-24) 

                

下主日(24/11/2019)司職人員 

主日崇拜 

講員 張志明傳道 主席 蕭佩雯姊妹 司琴 唐力延姊妹 

插花 梁麗紅姊妹 招待 李嘉慧姊妹 

值勤執事：張如南執事 

兒童主日學 小組／團契 

提摩太班 陳玉清姊妹 主日學 張志明傳道 

查經班 梁銘坤弟兄 

約書亞班 黃啟明弟兄 
以利沙小組 黎子基弟兄 

芥籽團(23/11) 張諾行弟兄 

 

上週崇拜聚會出席記錄 

成人崇拜 48 人 芥籽團 5 人 

崇拜遲到人數 6 人，佔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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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恩堂  

每週恩言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天天傳揚祂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    

歷代志上 16:23-24 

 

  

本週讀經 

路十四 1-35 

安息日宴會上的比喻 

在安息日宴會上，宗教領袖對於安息日治病的問

題，依然表現偽善。客人爭坐尊位，耶穌就講述謙

卑才得尊榮的道理，又提出要不求對方回報，憐憫

有需要的人。他指出本該進上帝國的人借故推辭，

於是其他人就獲邀進來。他們要作耶穌的門徒，就

需要付出代價，他們必須想清楚。 

(引自「聖經主線大追蹤」讀經日記‧春季 2 月 28 日   

漢語聖經協會 2019 年出版，蒙允准使用，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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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為信徒的屬靈追求及成長禱告，求主親自感動肢體

有渴慕的心，願意與主有深入相交的關係，聖靈

的幫助突破自己，讓生命有所成長。  

2.現在社會和教會裡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求天父帶

領我們學習面對分歧，弟兄姊妹之間切實彼此相

愛。更求主教導我們明白在社會混亂不安之際，

顯出福音才是地上的珍寶，差遣我們向身邊的人

傳揚和平的福音。  

 

報告事項 

1. 20/11/2019 (週三)祈禱會主題：婦女及姊妹關顧

時間:7:30pm 至 9:00pm，由林愛琴姊妹主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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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Boxing Day 音樂會嚟緊啦！今次我哋會請

大家食番餐「聖誕家庭飯」。 

日期：12 月 26日（星期四） 

時間：3:00pm-7:00pm 

地點：浸信會神學院 

集合：下午 3時在得恩堂集合，專車到達現場 

主題：聖誕家庭飯（以音樂會形式） 

費用：全免 （可自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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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溫暖的 Boxing Day， 那麼高興的 Boxing 

Day，您又怎能錯過呢！可與偉民或嘉峯聯絡 

 

3. 上週各聚會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22 人            兒童崇拜: 8 人   

   小精兵團: 9 人     

 

主日崇拜司職人員 

下主日 24/11/2019： 

講道 陸迺定牧師 主席 盧俊杰弟兄 司琴 柯嘉麗姊妹 

招待 馮淑儀姊妹 司事 林志明弟兄 音響 李穎康弟兄 

兒童崇拜 林愛琴姊妹 分組祈禱 盧炳光傳道 

請主席在星期三或之前將主日崇拜程序及詩歌交給梁佩

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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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