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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會 
 

主日敬拜程序表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廿八日上午十時正 

************************************* 
【建立生命服侍神  進入社群傳福音】 
************************************* 
   

************************************************************************** 

－進入聖殿請安靜默想－ 

敬拜時間請關掉手提電話及各樣響鬧裝置 
 
**************************************************************************  
主席： 冼家裕弟兄 主領執事：黃信君弟兄、李健文弟兄、胡布麗儀姊妹  
講員： 袁海生牧師 司事組長：周德鍞弟兄 
領唱： 梁炳球弟兄 1  羅惠娟姊妹 7  翁韓敏英姊妹 
鋼琴： 馮林洪恩姊妹 2  陳可澤弟兄 8  李陳頌思姊妹 
風琴： 鍾羅雅麗姊妹 3  謝麗蓮姊妹 9  黃潤仙姊妹 
司事： 第四組 4  黃鎮權弟兄 10 羅燕雲姊妹 

  
5  陳淑貞姊妹 11 潘嘉玲姊妹 
6  任蔣晶姊妹 12 何煥萍姊妹 

 

※  敬拜程序 ※ 

進入上帝的殿   
著   往 …………………………（主禮人進堂）………………………… 肅    立 
始禮聖頌 ………………………………《主在聖殿中》……………………………… 默    禱 
祈  禱 ………………………………………………………………… 冼家裕弟兄 
同誦經文 ………………………………………………………………… 冼家裕弟兄/會眾同誦 

「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不是每一個稱
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進天國；惟有遵行我
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馬太福音三2；七21 

顧問牧師：梁仲堯牧師、李富成牧師           代堂主任：蔡車綺婷姑娘 

電話：2712-5125                    電子郵件：hkccchmt@hkccc.org.hk 

會址：九龍何文田常和街二號                教會網頁：www.hkcc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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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上帝的名   
頌   讚 ………………………………………………………………… 梁炳球弟兄/會眾 

 (一) 生命聖詩 第 512 首 《這是天父世界》 

 

1.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側耳靜聽， 
宇宙唱歌，四圍響應，星辰作樂同聲。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 
花草樹木，穹蒼碧海，述說天父奇能！ 
 

2. 這是天父世界，群鳥歡唱齊鳴， 
清晨明亮，百花美麗，證明創造精深。 
這是天父世界，祂愛普及萬千， 
風吹草聲，知祂經過，隨處能聽祂言。 

 
3. 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遺忘， 

黑暗勢力雖然猖狂，天父卻仍作王。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 
天父是王，宇宙同唱，祂治萬國萬方。 

 (二)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 

 

1.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無限廣闊無限量； 
浩浩蕩蕩有如汪洋，主愛臨我何週詳。 
把我蔭庇把我環繞，是主滔滔大慈愛； 
導我前行領我歸家，安息天上到萬代。 

 
2.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萬國萬民當稱揚； 

何等的愛永久的愛，永永遠遠不更改； 
祂看顧屬祂的兒女，為我們十架捨身； 
為我們在父前代求，在寶座看顧施恩。 

 
3.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是愛中至上的愛； 

是廣闊賜福的洋海，是享安息的港口。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對我有如在天堂； 
領我進入榮光之中，領我就近祢身旁。阿們。 

青年聖歌 II  第 187 首 

 (三) 生命聖詩 第 414 首 《有福的確據》 

 

1. 有福的確據，耶穌屬我，我今得先嘗天堂的榮耀！ 
為父神後嗣，已得救贖，從聖靈得生，寶血洗淨。 
 

2. 完全順服主，快樂無比，天堂的榮耀，顯在我心裡， 
天使帶信息，由天降臨，傳報主憐憫，述說主愛。 
 

3. 完全順服主，萬事安寧，我在救主裡，喜樂滿心懷， 
時刻仰望主，儆醒等待，滿得主恩惠，浸於主愛。 

 
副歌：這是我信息，我的詩歌，讚美我救主，晝夜唱和。 

這是我信息，我的詩歌，讚美我救主，晝夜唱和。  
關心上帝的家   
歡    迎 ………………………………………………………………… 蔡車綺婷姑娘 
代    求 ………………………………………………………………… 蔡車綺婷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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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上帝的話   
歌  頌 ……………………………………………………《一生不枉過、我的感謝組曲》…………………………………………………… 男 聲 合 唱 

 

為何忘掉那日，立志祢跟前，奉獻一生？ 
為何流浪世俗，漠視托負，令祢心擔憂？ 
 
此際重拾信念，跪到祢跟前，願祢接納。 
輕看名利勢力，情願撇下，為我主奔跑！ 
時光不會停留，人生轉瞬便逝，願珍惜光陰不再歲月蹉跎。 
明天挑戰頑強，全心聽祢任用，能誇口窄路全為祢走過！ 
 
時光不會停留，人生轉瞬便逝，願珍惜光陰不再歲月蹉跎。 
明天挑戰頑強，全心聽祢任用，能誇口窄路全為祢走過！ 
燃燒一生完全為祢不枉過！ 
 
我的主！讓我經風暴，曾讓我隻身過荒野， 
遭試煉祢扶助，危難我不驚怕，能不驚怕！ 
我的主！讓我經黑夜，曾讓我隻身走千里， 
主領我歸家，我衷心感謝讚美！ 
我的主！讓我經黑夜，曾讓我隻身走千里， 
主領我歸家，我衷心感謝讚美！讚美！。 

齊唱新歌   編: 胡永正 

讀  經 ………………………馬太福音十三47-52，31-35……………………… 冼家裕弟兄 
講  道 ……………………………………【天國信息~警告與機會】……………………………………… 袁海生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回應祈禱 ………………………………………………………………… 梁炳球弟兄 
唱    詩 ……………………………聯會詩集1  第112首《求賜復興之火》…………………………… 梁炳球弟兄/會眾 

 

求主賜復興之火，求主賜聖靈火焰， 
燃燒教會，能得無窮力量， 
在這黑暗世代，能作祢光輝， 
熔解冷漠，重點愛祢的心，盼主賜下復興之火！ 

感恩獻金 ………………………………………………………………… 會    眾 
獻 金 頌 ………………………………………………………………… 會    眾  
接受上帝的差遣   
讚 美 詩 ………………………………………………………………… 冼家裕弟兄/會眾肅立 
主 禱 文 ………………………………………………………………… 冼家裕弟兄/會眾同誦 
祝  福 ………………………………………………………………… 袁海生牧師 
阿 們 頌 ………………………………………………………………… 袁海生牧師/會眾 
飭    歸 …………………………（主禮人先退）………………………… 冼家裕弟兄/會眾肅立 
禱告服侍 …………………………………………………… 黃秋萍姑娘 
 

禱告欄 
1. 無論教會或兩間恩庭中心，年尾都舉辦不同的聖誕聚會。求主使用！

在記念救主降生的日子，讓我們盡力見證神及傳福音，服侍社群！ 
2. 感謝主讓上主日基愛家 30 周年堂慶感恩聚會及愛筵順利舉行。願

父神堅固眾信徒服侍基層的異象，上下齊心，努力拓展神家。 
3. 免檢疫北上通關實施很大可能在 12 月初即實行，港府相關部門已

開始準備。求主保守當中的籌備工作，讓分隔兩地的家人早日團聚。  



4 

肢體消息 
1. 本會肢體李陳艷萍姊妹日前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定於 11 月 29 日

（禮拜一）上午 11 時 30 分假紅磡萬國殯儀館三樓慈恩堂舉行。
遺體隨即移送葵涌火葬場舉行火化禮。請在禱告中記念，求主安
慰其家人。 

2. 本會會友任樂杏娣姊妹（任蔣晶姊妹的奶奶）日前安息主懷，安
息禮拜定於 12 月 16 日（禮拜四）下午 2 時正假紅磡寰宇殯儀館
四樓 415 號房舉行。遺體隨即移送火葬場舉行火化禮。請在禱告
中記念，求主安慰其家人。 

3. 本會會友張梁彩琴姊妹（前執事張炳松弟兄的母親）日前安息主
懷，安息禮拜現正籌備中。請在禱告中記念，求主安慰其家人。 

4. 本會前執事何建宇弟兄（現居於加拿大）日前因身體不適入住當
地醫院深切治療部，現已清醒及轉回普通病房，身體仍是虛弱，
請繼續禱告記念。 

5. 本會會友袁汝容牧師師母袁莊雪清姊妹（袁海生牧師的母親）日
前因第二次中風後已先後進出了三間醫院，現插了胃喉回家休
養。請繼續禱告記念，求主看顧。 

 
************************************************************** 

證道大綱 

講員：袁海生牧師（延福基金會主席及總幹事） 

講題：【天國信息~警告與機會】 

經文：馬太福音十三 47-52，31-35 

主題：隨著主耶穌再臨的日子愈來愈迫切，天國的聚攏與丟棄的警告不

久將會成真，教會與信徒是否能把握主耶穌對我們的鼓勵與最後

的機會呢？ 

大綱： 

一、引言 

二、本論： 

(1) 天國降臨前的警告（十三 47-52） 

1.1 天國降臨前有聚攏 

1.2 天國降臨時有丟棄 

1.3 警告帶給我們的反思 

(2) 天國降臨前的機會（十三 31-35） 

2.1 天國必會由極小至極大 

2.2 天國介入能使生命改變 

2.3 機會帶給我們的鼓勵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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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2022 年周刊鮮花認獻表格已張貼於大堂杪接待處檯面，每期費用為
港幣 1,000 圓正，如有感動者請以正楷清楚填上姓名。  

2.                辦公室幹事到任通告 
感謝  天父上帝恩領，余潔瑩姊妹將於 2021 年 11 月 30 日

（禮拜二）到任辦公室幹事一職。 
余潔瑩姊妹於觀潮浸信會聚會，城巿大學畢業後，曾在公營

及商業機構中擔任文職工作。仰望  天父賜福，讓余姊妹在本會
與各同工及肢體協作事奉，榮神益人。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3.           基愛堂部份時間清潔同工到任通告 
感謝  天父上帝恩領，彭紅梅姊妹將於 2021 年 12 月 1 日

（禮拜三）到任基愛堂部分時間清潔同工一職。 
彭紅梅姊妹現時參與基愛堂聚會。願  天父賜福彭姊妹於本

會工作服事。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4. 主日早禱會 
2021 年 12 月份網上早禱會，誠邀弟兄姊妹參與。 
時  間：上午 9 時正開始（歡迎提早 5 分鐘登入） 
負責人：李陳桂蘭姊妹 
形  式：實體（祈禱房）及網上同步，登入連結如下： 

https://us02web.zoom.us/j/89300005074 

會議 ID：893 0000 5074  
 

5. 聖經智慧研習室 
探討不同生命專題，以講座及小組查經形式輪流進行。對

象為青年及成年人仕。 
 

下次舉行的日期及時間： 
 

日  期：2021 年 12 月 18 日（禮拜六） 
時  間：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地  點：本會副堂（地下） 
講  題：福從何來？ 
講  員：蒙日昇牧師 
查  詢：潘耀堅弟兄或黃信君弟兄 

 
報名及下載電子宣傳單張，請掃描登入教會網頁： 

 
歡迎何文田區內坊眾、會眾肢體，並預約親友，齊來參與！ 

 

https://us02web.zoom.us/j/8930000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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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ACM 主辦 
香港華人基督會、兒童腎病基金、弦動基金協辦 

[一生不枉過- 趙孟準醫生追思音樂會] 

日 期：2021 年 12 月 4 日（禮拜六）  

時 間：下午 1:00 至 3:00 

地 點：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大禮堂（九龍樂富杏林街 22 號） 

容 額：600 人（原容額的 50%） 
 

由於防疫需要及座位有限，請參加者務必提前透過 

以下連結或 QR code 報名留座，大會將回覆確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_AxmTXE_NOnM0rfo 

Avz4Cxl3JszSTgpcjDjETx6YgCs/edit                        報名留座  網上直播 
 

讓我們一同唱出《學倣主愛》、《愛裡相聚》向我們所愛的大夫致敬!! 
  

7.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來函通告 

日前，接獲聯會來函通知本會已故會友蔡勤取姊妹，於 1959

年 10 月 20 日經由本會主葬於聯會九龍聯合道《華人基督教墳場

（九龍）》錫安位 K 段 1 級 34 穴。 

聯會墳場職員日前巡查時發覺該墳墳主早年在不屬其墳位

範圍前加設石凳，而該石凳亦因日久失修導致鬆脫，對經過之掃

墓人士做成不便。另亦發現該墳位前面出現向前傾斜，故聯會墓

園部現須進行修葺工程，因工程關係，需將該石凳拆卸。 

敬請家屬盡快聯絡事工及執行幹事，以便跟進。 
  

會友奉獻簡報 
 

日期 月捐奉獻 
主日 

感恩奉獻 

第卅六屆差傳奉獻 
信心認獻目標：$542,000.00 

認獻金額：$520,300.00 

 

 11月7日 $101,330.00 $4,216.20 $6,700.00  

 11月14日 $98,880.00 $4,090.00 $9,850.00  

 11月21日 $128,310.00 $3,736.00 $31,050.0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_AxmTXE_NOnM0rfo%20%20Avz4Cxl3JszSTgpcjDjETx6YgCs/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_AxmTXE_NOnM0rfo%20%20Avz4Cxl3JszSTgpcjDjETx6YgCs/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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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會 

周年會友大會及特別會友大會快訊 

 
舉行日期和時間 

2021 年 12 月 12 日（主日）中午 12 時至 12 時 30 分（周年會友大會）
及 下午 12 時 30 分至 2 時（特別會友大會） 

注意事項 

1. 疫情緩和，限聚放寬，鼓勵會友親身現場出席大會，關心神家的事。
為方便因事未能親身到場和身處海外的會友觀看大會，大會將同步
網上 Zoom 視像直播。詳情稍後公布。 

2. 執事選票已全部寄出，如擁有投票權而未收到選票的會友，可聯絡
事工及執行幹事李張淑賢姊妹安排補發選票。 

3. 候選執事的基本資料已張貼於壁報板上，以供查閱。電子版亦已透
過牧區發放。其他會友如欲索取電子版，請聯絡事工及執行幹事李
張淑賢姊妹。 

4. 敬請會友會前圈選，選票可於 2021 年 12 月 12 日（主日）中午 12

時前投進設於禮堂入口處的選票箱內。如透過郵寄交回選票，務請

在信封面註明「2022 年執事選舉」，並預留足夠派遞時間。逾期收
到的選票，恕未能被點算。所有郵寄收到的選票均不會被開封，教會
辦公室同工會直接將選票投放入投票箱內。 

 

候選執事芳名（排名以英文字母先後次序排列） 

1 翁江樺# 10 莊汶鋒 19 許家枬# 28 李天柱 37 唐駿昊 

2 陳茂明# 11 周家俊 20 關信基# 29 梁炳球# 38 王珏 

3 陳少梅 12 周培欣# 21 關偉基# 30 麥偉權 39 黃慕賢 

4 陳恩言# 13 周偉民 22 郭昊賢# 31 吳志偉# 40 黃燕芝 

5 陳雅婷# 14 蔡慧玲 23 賴駿基# 32 布麗儀 41 胡淑至 

6 錢群英# 15 鍾惠儀 24 林俊傑 33 潘嘉玲 42 胡永正# 

7 程百全 16 馮啟樂 25 林承基 34 薩嘉俊 43 葉嘉成 

8 招泳華# 17 何兆泰 26 林泓昕# 35 冼家裕 44 姚銘珊 

9 莊興培 18 何慧妍# 27 李健文 36 沈楊楊 45 余漫娜# 
 

* 茲接獲有關來函，放棄 2022 年候選執事提名，請會友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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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提示 

1. 每張選票最多只可投選 15 名執事。 

2. 若出現以下其中一項情況，整張選票將無效和作廢： 

 沒有簽名 
 單一候選人重複於同一張選票 
 同一張選票多於 15 名候選人名字或編號 

3. 若編號與名字不同，以名字作準。 

 

 

選舉 2022 年執事點票員名單 

組別 監票 點票員 

第一組 繆嘉暉傳道 黃蔚澄姊妹、方國材弟兄、陳綺純姊妹 

第二組 黃秋萍姑娘 張顧華姊妹、楊凱珊姊妹、陳淑貞姊妹 

第三組 林結英姑娘 林君熒姊妹、林世明弟兄、李陳頌思姊妹 

第四組 梁細珠姑娘 
陳秀清姊妹、鄭兆鈞弟兄、李信諾姊妹、
任蔣晶姊妹 

 

 

為執事選舉禱告 

1. 求主帶領和保守執事選舉整個過程，願主親自揀選祂要委派這崗位

的人去管理教會，並輔助牧者作牧養和傳福音的事！ 

2. 求主引導我們，透過對候選人的認識，基於聖經的教導，以候選人

的品格及靈性，經過禱告投票選出合神心意的執事！願主掌管著最

終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