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華人基督會
主日敬拜程序表
二零二零年七月廿六日上午十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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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力建神的家 禱告守望這世代】
*************************************
顧問牧師：郭文池牧師

代堂主任：蔡耀昌牧師

會址：九龍何文田常和街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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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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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偉鴻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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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蔡車綺婷姑娘

領

唱： 彭黃珊珊姊妹

鋼

琴： 李胡淑徽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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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程序 ※
進入上帝的殿
………………………………《主在聖殿中》………………………………
始禮聖頌
默
禱
祈 …………………………………………………………………
禱
陳偉鴻弟兄
同誦經文
…………………………………………………………………
陳偉鴻弟兄/會眾同誦
但主是信實的，祂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邪
惡者。我們靠主對你們有信心，你們現在遵行，以
後也必遵行我們所吩咐的。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去
愛上帝，並學基督的忍耐！
帖撒羅尼加後書三3-5

讚美上帝的名
頌 …………………………………………………………………
讚
彭黃珊珊姊妹/會眾
(一)
《風雨念香港》
1. 在這裡天天享繁榮，試問從前誰會預測；
靜悄悄三兩破漁船，勤勞做工不計雨或晴。
經過夏秋冬，風季縱無情，轉眼叢林油然茂生；
在這裡感歎天錯愛，原來根已種植土裡。
2. 讓這裡開拓新面貌，不怕徬徨輿論入侵；
盡你我憂國愛民情，尋求樹起香港新里程。
努力共抵擋風雨再來臨，不怕雷鳴搖撼四方；
願到處擁戴真與美：祈求天國遍植心裡。
3. 願這裡千百信徒們，抵抗洪流勤讀聖經；
遇試探克勝到黎明，祈求上主看顧賜太平。
協力做見證，矢志不離群，守信虔誠行道熱心；
願世界喜見光照遍，齊來宣講盼望安慰。
副歌：憑信與愛捨己為人群，能戰勝懼怕困惑；
齊獻上信心、忠心、熱誠，明日燦爛共同創。
曲：曾路得

詞：翁慧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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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聯會詩集 2 第 130 首 《詩篇三十二篇》
親愛主，靠袮恩典洗我過犯與痛悲，
祈求赦免我的罪愆。
心想要承認曾犯錯多次獲恕，
情願屈膝下拜。
副歌：祈求此刻奉上心中敬虔祈禱，
盼袮應許我，使我不至羞愧。
耶和華扶助我，用袮手保護我，
今生我要永伴隨著袮。
(三)
生命聖詩 第 18 首 《祢的信實廣大》
1. 祢的信實廣大，我神我天父，
在祢永遠沒有轉動影兒；
永不改變，父神每天施憐憫，
無始無終上主，施恩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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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種收成，
日月星辰時刻運轉不停；
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宰，
述說天父豐盛，信實，慈愛。
3. 祢赦免我罪過，賜永遠安寧，
祢常與我同在，安慰引領；
求賜今天力量，明天的盼望，
從天降下恩典，福樂無窮。
副歌：祢的信實廣大，祢的信實廣大，
清晨復清晨，更經歷新恩；
我所需用祢恩手豐富預備，
祢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2.

關心上帝的家
代 …………………………………………………………………
求
蔡車綺婷姑娘
聆聽上帝的話
……………………………………腓立比書三1-11……………………………………
讀
經
陳偉鴻弟兄
………………………【逆來「樂」受第七講：何為至寶？】……………………………
講
道
蔡車綺婷姑娘
回應上帝的話
回應祈禱
…………………………………………………………………
彭黃珊珊姊妹
唱 …………………………《無價至寶》………………………
詩
彭黃珊珊姊妹/會眾
1. 我的名字刻劃在祢心中，我的臉孔深印在祢眼中，
不是因為我勢力才能，乃是因著祢奇妙寬容恩典，
2. 雖然有時我會跌倒軟弱，祢卻一直包容不放棄我，
用祢慈愛緊緊的擁抱，我讚美祢寶貴奇妙大愛，
副歌：唯有祢配得所有的讚美，一切尊貴榮耀，
主祢的十架是無價至寶，祢是我尊貴的主耶穌。
大衛帳幕的榮耀 07-恢復榮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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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獻金
…………………………………………………………………
陳偉鴻弟兄/會眾
獻 …………………………………………………………………
金 頌
陳偉鴻弟兄/會眾
接受上帝的差遣
讚 美
……………………………………………………………
詩
陳偉鴻弟兄/會眾肅立
主…………………………………………………………………
禱 文
陳偉鴻弟兄/會眾同誦
祝 …………………………………………………………………
福
蔡耀昌牧師
阿 …………………………………………………………………
們 頌
蔡耀昌牧師/會眾
飭
歸 …………………………………………………… 默
禱
**************************************************************

禱告欄
1.
2.
3.

新冠肺炎第三輪疫情嚴峻，求主憐憫顧念﹗
為下周六開始的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祈禱，求主賜福使用﹗
面對國際間的新形勢，求主保守香港﹗

肢體消息
本會會友陳李惠芳姊妹日前因病入住律敦治醫院，請在禱告中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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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大綱
講員：蔡車綺婷姑娘
講題：【逆來「樂」受第七講：何為至寶？】
經文：腓立比書三 1-11
大綱：
一、引言
二、本論：
1.

擁有至寶的特徵

（v.1-3）

2.

依靠肉體的至寶--背景與身份？ （v.4-8 上）

3.

信靠基督才是至寶

（v.8 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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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問題
1. 至寶是甚麼呢？擁有了的有甚麼特徵呢？
2. 你認為甚麼是追求官感的滿足？甚麼是世俗的標準？它們對我的屬
靈生命又有多少影響呢？
3. 你怎樣看「賺」與「損失」呢？你認為在神的眼光中，你今天所投
放的是「賺」或是「損失」呢？
4. 保羅所講的要靠主喜樂，可以怎樣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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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會友月捐奉獻及差傳奉獻】安排通告

敬啟者：
隨著近日疫情急劇擴散，感染個案飆升，本會暫停實體主日敬拜，
因此會友未能在出席敬拜時作奉獻，為此，本會提供以下途徑供會友
作奉獻。
（一）以支票作奉獻
會友把奉獻以劃線支票寄回本會（九龍何文田常和街二號）會
計幹事收，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奉獻者中文姓名、聯絡電話、金
額及月捐封編號（盡量提供），支票抬頭：香港華人基督會。
（二）以銀行轉賬作奉獻
1. 會友把奉獻親身到銀行或在銀行櫃員機轉入本會滙豐銀行戶
口，資料如下：
教會名稱：THE HONG KONG CHINESE CHURCH OF CHRIST
銀行名稱：HSBC
戶口號碼：018-106054-001
2. 請保留入數紙，在入數紙正面寫上奉獻者中文姓名、聯絡電
話、金額、月捐封編號（盡量提供）
，然後把入數紙拍照，並
WhatsApp 至本會指定的手機（6543-9835）。
3. 收到入數紙，經司數覆核後會 WhatsApp 奉獻會友確認收訖，
並如常安排收據。
（三）以個人網上理財作奉獻
1. 會友把奉獻以個人網上理財轉入本會滙豐銀行戶口，資料如
下：
教會名稱：THE HK CHINESE CHURCH OF CHRIST
銀行名稱：HSBC
戶口號碼：018-106054-001
2. 請列印入數截圖，在入數截圖正面寫上奉獻者中文姓名、聯
絡電話、金額、月捐封編號（盡量提供）
，然後把入數截圖拍
照，並 WhatsApp 至本會指定的手機（6543-9835）。
3. 收到入數截圖，經司數覆核後會 WhatsApp 奉獻會友確認收
訖，並如常安排收據。
除上述轉賬途徑，恕未能接受其他網上轉賬方法，上述奉獻途徑已於
7 月 20 日（禮拜一）生效，敬請會友按感動及本份奉獻，如有查詢，
請 WhatsApp（6543-9835）留言，財務執事會盡快回覆。
此致
全體會友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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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二晚教會祈禱會
主 題：從創世記 3 個人物看移民
日 期：7 月 28 日（禮拜二）
時 間：晚上 8 時
負責人：蔡車綺婷姑娘
見 證：何建宇博士（移居加拿大 30 年的會友）
網上 Zoom 會議登入如下：

https://us02web.zoom.us/j/81077002585?pwd=RjZicjVURDhsYUsxMlgxTzcwN2UxUT09

會議 ID：810 7700 2585
密 碼：815039
來！我們一起來尋求神，禱告神！

主日早禱會

3.

7 月份網上早禱會，誠邀弟兄姊妹參與。
時
間：上午 9 時正開始
負 責 人：黃秋萍姑娘
網上 Zoom 會議登入如下：(歡迎早 5-10 分鐘登入)
https://us02web.zoom.us/j/4271110856?pwd=Um5JSXFZMWxqTkYxSXR2RjFvVHpiUT09

會議 ID：427 111 0856
密 碼：2862020

港九培靈研經會第九十二屆培靈會特別通告
敬啟者：
鑒於「新冠病毒」疫情在社區再度爆發，人心惶恐，憂慮增加 ，
更需要適切的安慰。
蒙神恩領今年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之培靈會，仍然
靠主恩典如期舉行。為配合防疫措施，今年的聚會將全部改於網上
進行，請登入本會網頁 www.hkbibleconference.org 或 QR code 查
閱有關聚會詳情，敬請留意，警醒禱告，恭候主聖言。
主場（九龍城浸信會）及本港各轉播堂會或轉播場地，將不作
實體聚會場地之用。
誠禱多年來蒙神恩賜及傳遞合宜適切信息之事工，仍能服侍眾
兄弟姊妹。
港九培靈研經會董事會 敬啟
主曆 2020 年 7 月 14 日
本會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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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奉獻簡報
日期

月捐奉獻

主日
感恩奉獻

7 月5 日

$155,303.00

$ 2,670.00

第卅五屆差傳奉獻
信心認獻目標: $727,200.00
認獻金額：$411,900.00
$17,600.00

20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報告
因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緣故，執事會經過審慎考慮，教會今
年度除了各個牧區的牧養工作及福音工作需要外，其餘各個事工單位及
小組均採用節流的方式制定預算，務求將整體總預算支出減少 2-5%，
盼望能夠一起共渡時艱，最終三月份執事會通過了一個赤字的財政預
算，我們預計在 2020/21 年度大約有一百八十九萬多的不敷。
現金收支預算大概如下：
預算收入：
何文田
基愛堂
恩庭睦鄰中心
恩庭長者活動中心

HK$ 7,500,462
HK$
705,592
HK$
999,085
HK$ 1,115,000
合共： HK$10,320,139

預算支出：
何文田
基愛堂
恩庭睦鄰中心
恩庭長者活動中心

HK$ 8,111,147
HK$ 1,462,626
HK$ 1,402,504
HK$ 1,238,000
合共： HK$12,214,277

盈餘/(虧損)：
何文田
(HK$ 610,685)
基愛堂
(HK$ 757,034)
恩庭睦鄰中心
(HK$ 403,419)
恩庭長者活動中心
(HK$ 123,000)
整體盈餘/(虧損) 合共： (HK$ 1,89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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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如下：
一、 何文田預算收入：
執事會使用何文田過去四年實際月捐收入平均約六百五十萬做基數
再減 1%作為預算收入，因為評估未來全球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
因此未敢作樂觀評估，所以對比上年度預算收入，今年度減少約
9.5%，因而得出何文田普通基金今年度約有六百四十三萬預算收入。
何文田預算支出：
何文田普通基金預算支出項目之比例
薪金
小組牧養、真理裝備、探訪
教會活動、敬拜
維修
辦公室及行政費
水電、電話、差餉、燃油
聯會獻金

%
72%
4%
4%
8%
4%
4%
4%

(1) 大部份是職員費用的支出。
(2) 其次在總務方面，內部維修包括：部份外牆牆身或後樓梯翻新，
天台及其他地方防水出現損壞需要作局部維修，水喉及電力系
統老化，大堂三部冷氣機維修，大堂以外約三十多部冷氣機清
洗或更換，另外包括：直播系統提升、車房及副堂影音系統更
新等等，因此需要增加預算，以應付實際開支。
(3) 在十月份舉辦活動作為福音預工及在十二月份舉行記念救主
降生聚餐及佈道會。
(4) 在神學教育方面，繼續預算資助五間神學院，包括：播道神學
院、建道神學院、中國浸信會神學院、中國宣道神學院及香港
神學院，及一位全時間修讀的神學生。
二、 基愛堂有赤字的預算，大部份是職員費用的支出、其次在牧養工作
及福音工作上。
三、 恩庭睦鄰及長者兩間中心也有赤字的預算，今年度因疫情緣故，最
終取消街頭賣旗，大大降低籌得如往年相若款項的機會，現在推行
金旗籌款或直接捐款的方式，懇請弟兄姊妹多多支持這項活動。
基於以上不同的因素，使到 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整體大約有一百八十
九萬多的不敷。如果弟兄姊妹有疑問，歡迎向本會司數蘇愛娟姊妹或財
務組組員查詢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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