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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會 
 

主日敬拜程序表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十時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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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黃珊珊姊妹 主領執事：莊興培弟兄、張志誠弟兄、馮啟樂弟兄 
講員： 梁細珠姑娘 司事組長：李幸森弟兄 
領唱： 謝黎錦莊姊妹 1  袁黃碧秀姊妹 7  刁王寶琼姊妹 
詩班： 成年詩班二 2  馬玉珍姊妹 8  鍾鄧麗蓮姊妹 
指揮： 葉穎琪姊妹 3  張百川弟兄 9  麥浩明弟兄 
鋼琴： 馮林洪恩姊妹 4  林承基弟兄 10 袁振輝弟兄 
風琴： 林泓昕弟兄 5  麥彭家寶姊妹 11 薩嘉俊弟兄 
司事： 第二組 6  刁達明弟兄 12 錢群美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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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彭黃珊珊姊妹 
同誦經文 ………………………………………………………………… 彭黃珊珊姊妹/會眾同誦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的主。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上帝。 

      申命記六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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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黎錦莊姊妹/會眾 

 (一) 《晨  禱》 

 

1. 每清早 我願呼叫恩主  
主啊 我願向祢 傾訴心裡的意念  
祈求祢更新改變我心靈  
祢恩手已為我掌管 

 
2. 每清早 我願呼叫恩主  

主啊 我願細聽 聽祢給我的說話 
祈求祢釋放潔淨我心靈  
在主內 平安保守我 

 
副歌：來讓我禱告 來開聲禱告  

盼祢細聽我 靈裡禱告吶喊聲  
呈奉我身我心 擺上給祢（全然奉獻） 
期待祢前來 燃亮我 復興我 更新我 
曲：陸耀靖   詞：廖惠恩   版權屬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所有 

 (二) 《教我知曉今天祢是活著》 

 

1. 求憐憫我，求憐恤， 
賜我智慧，開我心眼， 
教我知曉今天祢還活着。 
如何去？從何方？ 
求祢指導，靠近祢恩典，安躺於祢手中。 

 
2. 求憐憫我，求憐恤， 

賜我智慧，知被欺瞞， 
教我謹守今天要如何活着。 
何時說？誰來講？ 
求祢指導，靠祢恩典，可跨勝每一天。 
（愛裏甘心降服在祢面前。） 

 
副歌：讓我可捉緊祢，禱告、等待， 

讓祢可加添我多點愛與守望。 
立志甘心屬於祢，被祢差遣，作祢用人， 
被祢更新，放下老我，再發現祢還活着。 

曲、詞：Debbie Lai 
 (三) 《一生不枉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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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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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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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吳秉堅  詞：趙孟準  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https://cantonhymn.net/songcomposer/%e5%90%b3%e7%a7%89%e5%a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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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上帝的家   
歡    迎 ………………………………………………………………… 梁細珠姑娘 
代    求 ………………………………………………………………… 梁細珠姑娘  
聆聽上帝的話   
歌  頌 ………………………………………………《暮色昏暗中有光芒》………………………………………………… 成年詩班二 

1. 暮色昏暗，尚有燈輝煌，明亮快降臨光映四方。 
夜裡多清涼，助我終不忘，誕下來聖嬰，光已耀放。 
 

2. 靜聽天軍唱，妙韻聲飄揚，長夜已過完，天色破曉， 
罪勢經消亡，萬有皆逍遙，誕下來聖嬰，撃破罪網！ 
 

3. 在半空璀璨，耀眼星光芒：燃亮我眾人心裏光， 
跪拜祂心誠，直到於天堂，誕下來聖嬰，真愛妙創。 

曲：Hal H. Hopson   粵詞：劉永生 1997   

讀  經 ………………………申命記三十1-20……………………… 彭黃珊珊姊妹 
講  道 ……………………………………【從新開始，從心開始】……………………………………… 梁細珠姑娘 
回應上帝的話   
回應祈禱 ………………………………………………………………… 胡永申弟兄 
唱    詩 ………………………《一生不枉過》……………………… 謝黎錦莊姊妹/會眾 
感恩獻金 ………………………………………………………………… 會    眾 
獻 金 頌 ………………………………………………………………… 會    眾  
接受上帝的差遣   
讚 美 詩 ………………………………………………………………… 彭黃珊珊姊妹/會眾肅立 
主 禱 文 ………………………………………………………………… 彭黃珊珊姊妹/會眾同誦 
祝  禱 ………………………………………………………………… 梁細珠姑娘 
阿 們 頌 ………………………………………………………………… 梁細珠姑娘/會眾 
飭    歸 …………………………（主禮人先退）………………………… 彭黃珊珊姊妹/會眾肅立 
禱告服侍 …………………………………………………… 繆嘉暉傳道 

 

證道大綱 

講員：梁細珠姑娘 

講題：【從新開始，從心開始】 

經文：申命記三十 1-20 

大綱： 

一、引言 

二、本論： 

(1) 從心的轉回（1-7 節） 

(2) 從心的回歸（8-14 節） 

(3) 從心的囑咐（15-2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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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幹事離職通告 

執事會日前收到辦公室幹事余潔瑩姊妹的請辭，並獲得執事

會通過，余姊妹已於 2021 年 12 月 7 日後離任。 
余姊妹在調養身體後於本會入職，到任一周後感覺身體仍需

調理，她將再計劃前路及進修。為到只能在本會短暫服事，余姊
妹一再致歉。我們祈願    天父上帝賜福余姊妹，身體健康，前
路有主引領。 

本會將再次招聘辦公室幹事，並歡迎會眾申請或作出轉介。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肢體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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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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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會會友張鄒倩雯姊妹（張志強弟兄的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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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會友黃翠球姊妹（林紀恩弟兄及馮林洪恩姊妹的母親）日前入
住廣華醫院做一個小手術。請在禱告中記念，求主看顧黃姊妹手術
後的康復。 

禱告欄 
1. 求神帶領和保守整個執事選舉過程，親自揀選合祂心意的肢體在

這崗位上服侍教會。 

2. 求神引導當選新一屆執事的肢體，能以敬畏、謹慎、謙卑的心，
在這被揀選的崗位上委身服侍。 

3. 求神引導教會各肢體以愛心支持新一屆執事，禱告守望、行動支
援，同心協力管理教會、輔助牧養、廣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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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薪同工薪酬調整通告 
執事會經參考去年度的消費物價指數及不同機構薪酬指標，

並本會財政狀況，議決本年度（即 2021-22 年度）受薪同工將會凍

薪。此項議決得到各同工體諒，執事會對各同工深表謝意，並仰望
天父    上帝賜福予本會各人。謹此周知。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5. 成年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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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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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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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日早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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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十二月份祈禱會 

主日敬拜後祈禱會  
日 期：12 月 19 日（主日） 
時  間：敬拜後（同步直播） 
內  容：為新一屆執事守望 
負責人：林結英姑娘 
 
周二晚祈禱會  
(1) 日 期：12 月 14 日（禮拜二） 

時  間：晚上 8:00 
內  容：為本會支持宣教士祈禱 
負責人：繆嘉暉傳道、林伍寶蓮姊妹 
形  式：實體（副堂）及網上同步，網上連結： 

https://us02web.zoom.us/j/87479175943?pwd=QkM5MmEwUVBPaWJjRW5HNUpNem5vdz09 

會議 ID：874 7917 594 

密  碼：209812 
 
(2) 日 期：12 月 28 日（禮拜二） 

時  間：晚上 8:00 

內  容：見字感恩 
負責人：梁細珠姑娘 
形  式：實體（副堂）及網上同步，網上連結： 

https://us02web.zoom.us/j/82931840314?pwd=c3gwOXE2WElHbWN3S2VVMHBORklSQT09 

會議 ID：829 3184 0314 

密  碼：05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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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5日 $88,730.00 $3,674.10 $7,950.00  
 
 

https://us02web.zoom.us/j/89300005074
https://us02web.zoom.us/j/87479175943?pwd=QkM5MmEwUVBPaWJjRW5HNUpNem5vdz09
https://us02web.zoom.us/j/82931840314?pwd=c3gwOXE2WElHbWN3S2VVMHBORklSQT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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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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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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會友留步親身現場出席大會，關心神家的事。 

2. 敬請會友於 2021 年 12 月 12 日（本主日）中午 12 時前將選票投進
設於禮堂入口處的選票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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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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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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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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煥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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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巴安排 

第一班車 上午 11:45 開出 

第二班車 下午 14:30 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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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