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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會 
 

聖餐主日敬拜程序表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五日上午十時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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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志誠弟兄 主領執事：何兆泰弟兄、陳陳少梅姊妹、麥偉權弟兄 
講員： 蔡車綺婷姑娘 司事組長：李麗賢姊妹 
領唱： 林伍寶蓮姊妹 1  胡佩芳姊妹 7  --- 
詩班： 教青聯合詩班 2  林泓昕弟兄 8  羅玉蓮姊妹 
指揮： 葉穎琪姊妹 3  林君熒姊妹 9  關信基弟兄 
鋼琴： 彭黃珊珊姊妹 4  譚桂芳姊妹 10 關林美珍姊妹 
風琴： 周胡淑至姊妹 5  陳錦霞姊妹 11 林紹勇弟兄 
司事： 第一組 6  陳錦賢姊妹 12 李兆賢弟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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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志誠弟兄 
同誦經文 ………………………………………………………………… 張志誠弟兄/會眾同誦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和日 
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
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
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一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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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伍寶蓮姊妹/會眾 

 (一) 生命聖詩 第 9 首 《擁戴我主為王》 

 

1. 擁戴我主為王，聖羔在寶座上， 
請聽天上歌聲悠揚，樂聲壓倒群響， 
我靈速醒同唱，頌主為我受傷， 
歡呼祂為至大君王，千秋萬歲無疆。  

2. 擁戴我主為王，祂是仁愛之王， 
祂手祂足肋旁受傷，今仍顯明天上， 
何等奇妙奧祕，發出榮美光芒， 
天使驚奇不敢仰視，一同俯首頌揚。  

3. 擁戴我主為王，祂是和平之王， 
普天之下戰爭停息，和平統治四方， 
遍地禱頌聲揚，國權萬世永長， 
美花環繞曾受傷足，朵朵歷久芬芳。  

4. 擁戴我主為王，祂是萬世之王， 
宇宙天體乃主創造，榮美無可比量， 
齊來頌讚救主！你曾為我受死， 
讚美之聲永不止息，永遠感恩不已。 

 (二) 《注目看耶穌》 
1. 凡勞苦重擔，當親近耶穌，必享安息，必得滿足。 

凡饑渴慕義，來尋求耶穌，必享甘泉，必得飽足。 
2. 注目看耶穌，定睛看耶穌，聖潔公義主，十架上耶穌， 

注目看耶穌，定睛看耶穌，謙卑親近主，跟著祂同步，跟著祂同步。 
詞: 萬美蘭  曲：游智婷   版權屬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所有 

 (三) 聯會詩集 1 第 76 首 《只因愛》 

 

1. 祢的愛，我怎猜透，捨尊降貴，貧苦中馬槽降生， 
沒有佳美肖顏容，但賜我勇氣面對生命。 

2. 被擄得釋放，餵飽飢渴，一生以愛，神蹟可見神同在; 
頭被戴上荊棘冕，被厭棄替我遍歷痛苦。  

副歌: 誰瞭解祢在十架甘心犧牲，只因愛救贖世上人; 
流盡血見證祢的愛，誰配得可擁有，神恩典像海般深。 
誰會知祢在墓裡三天復活，得勝已賜下我盼望。 
神大愛抱緊我，我願一生一世靠緊祢，感恩滿心裡。 

認  信 ……………………………………………………… 梁仲堯牧師/會眾 
1. 我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神，創造天地的主。 
2. 我信全部聖經六十六卷都是神所默示的。 
3. 我信聖子耶穌基督因聖靈的大能，藉童女馬利亞降生， 

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 
4. 我信主耶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十字架死，埋葬，第三日

復活，後升天坐於真神聖父全能者的右邊，作我們的大祭司及中保。 
5. 我信主耶穌還要再來提接信眾建立千禧年國度。 
6. 我信人類已完全墮落。 
7. 我信救贖惟靠救主耶穌基督。 
8. 我信罪人因信稱義，罪得赦免，救恩惟由恩及信。 
9. 我信得救的人身體復活被提，且得永生，不信主耶穌者，卻受永刑。 
10. 我信聖靈保惠師，安慰，引導及教訓。 
11. 我信教會乃神的家，主耶穌基督是教會的元首。 
12. 我信聖而公的教會，信徒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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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上帝的家   
歡    迎 ………………………………………………………………… 蔡車綺婷姑娘 
代    求 ………………………………………………………………… 蔡車綺婷姑娘  
聆聽上帝的話   
歌  頌 ………………………………………………《全信靠上帝》……………………………………………… 教青聯合詩班 

 

願盡獻出衷心稱頌，頌揚基督來親身拯救我！ 
別讓我想誇張己力，但憑基督才可得到救恩！ 
我原望盼自作威武倚靠自己才能， 
神大愛已令人覺悟，願全靠上帝開恩！  

**全信上帝！全靠上帝！神聖基督犧牲替我面對死亡， 
無法可講述，願唱歌稱讚，讓我見證：上帝開恩，將我導引。  
願盡獻出衷心稱頌，頌揚基督來親身拯救我！ 
獨自靠祂寬鬆恩義，助人衝開軟弱的捆鎖！ 
我明白再沒法不佩服祂偉大的仁慈， 
明白要順服神領導，願全信上帝福音！（重唱**）  
無法可講述，願唱歌稱讚，讓我見證：上帝開恩，將我導引！ 
曲：Shawn Craig and Don Koch   譯詞：劉永生   教會樂圃—簡易合唱曲集 1 

讀  經 ………………………使徒行傳廿六19-20；廿八30-31……………………… 張志誠弟兄 
講  道 …………………………………………………………………………… 蔡車綺婷姑娘 

【「教會變得更像樣」第六講：任何環境下，都要見證主！】  
回應上帝的話   
回應祈禱 ………………………………………………………………… 李兆賢弟兄 
唱    詩 ………………………《勇敢走出去》……………………… 林伍寶蓮姊妹/會眾 

我並不完美，也並不特別，而祢卻是為我捨棄生命的主； 
我時常軟弱，有時會迷惑，但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副歌：主祢要往哪裡走，我就跟祢走，領我走到世界盡頭，一生不再回頭； 
讓世界聽到我們敬拜，我們的禱告，讓復興從我們開始，將主愛帶到人群中。 
縱然有許多的問題，我也不放棄，祢大能賜給我勇氣，我會勇敢走出去。 

曲、詞：鄭耀華   版權屬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所有 

感恩獻金 ………………………………………………………………… 會    眾 
獻 金 頌 ………………………………………………………………… 會    眾  
同領上帝的恩   
聖  餐 ………………………………………………………………… 梁仲堯牧師 
唱  詩 ………………………………頌主聖歌 第120首《求主擘餅》………………………………… 梁仲堯牧師/會眾 

 

1. 求主擘生命餅，充我飢腸，正如當年擘餅在加利利， 
我願看主聖經，見主榮面，主，我心何渴慕祢生命語。 

2. 哦，主是生命餅，擘開賜我，使我將主真道深藏心懷， 
使我心思意念，純全無私，使我所行步履全憑主命。 

3. 求主賜我聖靈，在我心中，照我心靈眼睛，使我能看， 
啟示祢的真理，使我明白，更啟示祢自己，使我愛祢。 

4. 求主祝福真理生命的餅，如昔祝福擘餅在加利利， 
我心因祢得釋，索鏈得脫，心靈歡喜快樂，與主同行。 

讀  經 ………………………………哥林多前書十一23-26………………………………… 梁仲堯牧師 
祝  聖 ………………………………………………………………… 梁仲堯牧師 
遞餅/傳杯 ………………………………………………………………… 梁仲堯牧師 

襄禮執事： 1. 陳陳少梅姊妹 6. 葉嘉成弟兄  
 2. 莊興培弟兄 7. 張志誠弟兄  
 3. 麥偉權弟兄 8. 黃信君弟兄  
 4. 冼家裕弟兄 9. 彭黃珊珊姊妹  
 5. 李健文弟兄 10. 何兆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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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上帝的差遣   
讚 美 詩 ………………………………………………………………… 梁仲堯牧師/會眾肅立 
主 禱 文 ………………………………………………………………… 梁仲堯牧師/會眾同誦 
祝  福 ………………………………………………………………… 梁仲堯牧師 
阿 們 頌 ………………………………………………………………… 梁仲堯牧師/會眾 
飭    歸 …………………………（主禮人先退）………………………… 梁仲堯牧師/會眾肅立 
禱告服侍 …………………………………………………… 林結英姑娘 

證道大綱 
講員：蔡車綺婷姑娘 
講題：【「教會變得更像樣」第六講：任何環境下，都要見證主！】 
經文：使徒行傳廿六 19-20；廿八 30-31 
大綱：一、引言 

二、本論： 
(1) 在傳統下，都要見證主！ （廿一 17-26） 
(2) 在劣境下，都要見證主！ （廿二至廿六） 
(3) 在異鄉下，都要見證主！ （廿七 1-10，廿八 30-31） 

三、結語  
************************************************************** 

討論問題 
1. 保羅重返耶路撒冷後，雅各及眾長老要求他守甚麼傳統呢？他的回應如

何？面對教會的傳統，你有甚麼看法呢？為甚麼？ 
2. 保羅在廿二至廿六章，處於甚麼劣境？他在劣境下如何見證主？你現在

處身劣境嗎？若是，在劣境下見證主困難嗎？為甚麼？ 
3. 若你是移居海外的肢體，你是如何在身處的環境中見證主呢？若你身旁

有來香港定居的海外人士，你是怎樣向他們見證主呢？  
**************************************************************  

 
肢體消息 

1. 本會前執事何建宇弟兄（現居於加拿大）現仍在當地醫院留醫，
身體仍然虛弱，但精神開始恢復。專家級醫生表示他的病況特殊，
仍在尋找病因，請繼續禱告記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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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禮拜定於 12 月 15 日（禮拜三）下午 2 時正假紅磡寰宇
殯儀館四樓 415 號房舉行。遺體隨即移送薄扶林基督教墳場舉行
安葬禮。請在禱告中記念，求主安慰其家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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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體隨即移送鑽石山火葬場舉行火化禮。請
在禱告中記念，求主安慰其家人。  

禱告欄 
1. 感謝主！剛過去周二(11 月 30 日)，執事與同工舉行每年一次的

感恩午宴，場面熱鬧。求主賜福同工長執的配搭，在新的一年結
出更多果子。 

2. 新一屆執事選舉及事奉人員即將誕生，求主興起忠心事奉的肢體。 
3. 新冠變種病毒「omicron」在南非肆虐，現開始蔓延到全球。求主

賜智慧給各國的相關領袖速堵病毒的擴散，及因應情況作出各樣
抗疫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