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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會 
 

聖樂主日敬拜程序表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八日上午十時正 

************************************* 
【關係進深  服侍鄰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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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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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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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林洪恩姊妹 主領執事：程百全弟兄、麥偉權弟兄、莊興培弟兄 
講員： 李芝玲博士 司事：第三組   司事組長：黃慧玲姊妹 
領唱： 胡永正弟兄 1  尹麗琼姊妹 6  陳綺純姊妹 
詩班： 聯合詩班 2  彭  濤弟兄 7  張顧華姊妹 
指揮： 黃燕芝姊妹 3  張莊碧雲姊妹 8  -- 

鋼琴： 
葉穎琪姊妹/ 
鍾羅雅麗姊妹 

4  廖陳金英姊妹 9  司徒倩明姊妹 
5  楊凱珊姊妹 10 周晞陽弟兄 

風琴： 林泓昕弟兄   
※  敬拜程序 ※ 

進入上帝的殿   
著   往 …………………………《超越時間之嶺》（主禮人進堂）………………………… 肅    立 
始禮聖頌 ………………………………《主在聖殿中》……………………………… 默    禱 
祈  禱 ………………………………………………………………… 馮林洪恩姊妹 
同誦經文 ………………………………………………………………… 馮林洪恩姊妹/會眾同誦 

我要稱謝祢，因我受造奇妙可畏；祢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
知道的。我未成形的體質，祢的眼早已看見了；祢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都在祢的冊子寫上了。上帝啊，祢的意念向我
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我若數點，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
時候，仍和祢同在。                   詩篇一三九14、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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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永正弟兄/會眾 

 (一) 聯會詩集 I 第 131 首 《求引領我心》 

 

求引領我心，願盡我心敬拜永活神， 
求引領我心，願為祢傾出心中愛慕， 
求引領我心明白主恩，跟主愛深深結合， 
衝開心捆綁，一心愛著祢。 

 (二) 《永生主》 

 

永在、全知、無形：至尊主真聖， 
罔極玄光內藏：眼睛不得見； 
無極昊天古遠、無量大尊榮， 
必勝權威大名，我等歌傾獻。 
 
免眠休、不急躁，似光般安恬， 
免求索、不虛耗：爾尊威統協； 
神義、正嶺嶽高，超過天空，眾仰瞻。 
美、善湧沸，真愛親統攝！ 
至鉅宏：主親創，微細：主吹氣； 
駐祐凡生萬靈，慈愛主統眷。慈愛創生機！ 
 
偉大！榮哉！父神：聖光輝璀璨！ 
拜伏神寶座前，眾天軍掩眼！ 
無量盛恩在前，惟念念不忘： 
經百代、跨萬年，敬主終不罔！ 
永生主，肉眼弗見，智、識之尊。 
至高主是勝利主，配讚美，配讚美、俯拜！ 

Amen！Amen！ 
曲：Traditional Welsh Hymn   原詞：Walter Chalmers Smith   粵詞：劉永生 

 (三) 《恩主就如牧者引導》 

 

1. 恩主親領牧養我心躺臥寧靜水邊安歇地， 
施恩拖帶念記我身需用常護勉更新我路。 
 

2. 恩主就如密友常親靠近，榮辱也可得靠傍， 
與我共嚐面對每天每夜，常伴我親解困悶。 

 
3. 深恩旨意願我此刻領受，常念海邊給發問， 

愛我定還是那「這些」、「那樣」？重拾信心始上路！  
 

副歌：愛我上主，一生引導，讓萬人得知永路， 
愛我上主，一生引牽，除掉罪解脫罪牢。 

曲：William B. Bradbury   粵詞：胡永正 
 
關心上帝的家   
歡    迎 ………………………………………………………………… 林結英姑娘 
代    求 ………………………………………………………………… 林結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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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上帝的話   
歌  頌 ……………………………………………………《萬福源頭》………………………………………………… 聯 合 詩 班 

1. 全能真神，萬福源頭，懇求使我常歌頌； 
恩澤無窮，不息湧流，應當頌讚主恩寵； 
願主教我，優美音樂，天使天軍常誦唱； 
讚美我主，救恩穩妥，永遠堅定愛深長。 

 
2. 我要立石，以便以謝，蒙主幫助到如今； 

尚望恩主，一生導引，安抵天家蒙福蔭； 
我本失喪，遠離父家，耶穌親自來引路； 
恩主救我，免於危險，流出寶血洗罪污。 

 
3. 浩大恩典，每日加添，主恩難報永虧欠； 

願主恩惠，如鏈相牽，繫我心與主相連； 
主我深知，內心軟弱，總是偏行走己路； 
獻我身心，求加烙印，與主同在蒙祝福。 

 
全能真神，萬福源頭，懇求使我常歌頌。 

曲：American Melody  詞：Robert Robinson    新心音樂事工 

 (二) 《榮耀歸於真神/稱謝主名/稱頌主聖名》 

1. 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為愛世上人，祂賜下獨生子， 
獻上祂生命，為人贖罪受害，永生門已大開，人人可進來， 

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聽主聲音！ 
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高興！ 
請來藉主耶穌進入父家中， 
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 

 
2. 稱謝主，我心靈，當用我全心全意稱謝主聖名。 

祂成就大事，祂成就大事，祂成就大事，稱謝主聖名。 
 

3. 頌讚榮耀都歸主宰，至高全能真神， 
祂愛世人差獨生子，為人受死捨身。 
頌讚主聖名，頌讚主聖名，頌讚榮耀歸主聖名！ 

1. 曲、詞：Fanny Crosby & William Doane    Maranathal Music 
2. 曲：Andrae Crouch   詞：高蔡慧君 
3. 曲、詞：William Clarke & Ralph Hudson 

讀  經 ………………………約伯記四十二1-6，10-17；路加福音十八35-43……………………… 馮林洪恩姊妹 
講  道 ……………………………………【親眼見祢！】……………………………………… 李芝玲博士  
回應上帝的話   
回應祈禱 ………………………………………………………………… 黃浩明弟兄 
唱    詩 ………………………聯會詩集II 第207首《我獻上生命》……………………… 胡永正弟兄/會眾 

我獻上生命，我將一生給祢， 
我來敬拜來尊崇讚美祢的聖名， 
我獻上心靈，將我心給祢， 
我要舉起雙手去宣揚祢就是主。 
 

副歌：我要看見祢，來求告祢名， 
好像小孩呼求他父親， 
我要看見祢，來求告祢名， 
我要興起，要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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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獻金 ………………………………………………………………… 會    眾 
獻 金 頌 ………………………………………………………………… 會    眾  
接受上帝的差遣   
讚 美 詩 ………………………………………………………………… 馮林洪恩姊妹/會眾肅立 
主 禱 文 ………………………………………………………………… 馮林洪恩姊妹/會眾同誦 
祝  禱 ………………………………………………………………… 林結英姑娘 
阿 們 頌 ………………………………………………………………… 林結英姑娘/會眾 
飭    歸 …………………………（主禮人先退）………………………… 馮林洪恩姊妹/會眾肅立 

 

證道大綱 

講員：李芝玲博士（香港聖樂促進會總幹事兼培訓總監） 

講題：【親眼見祢！】 

經文：約伯記四十二 1-6，10-17；路加福音十八 35-43 

大綱： 

一、引言 

二、本論： 

1. 我要能看見 

2. 苦難是詛咒？ 

3. 苦難 vs 化妝的祝福 

4. 親眼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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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問題 
1. 你是否發現自己存在一些信仰上的盲點？ 
2. 試分享一些神曾在困境及逆境中幫助你的經歷，以及其對你的影響。 
3. 這些生命中的經歷是否能幫助你在唱詩歌時更能與作者產生共鳴？ 
 
************************************************************** 
 

 

禱告欄 
1. 聖樂是教會整體對神的回應。求主幫助我們憑信心藉聖樂宣認信

仰，實踐牧養。 
2. 求主幫助我們突破自己心靈的軟弱與黑暗，好叫我們生命有所成長。 
3. 為基督的身體（教會）禱告。求主拆毁我們內心的高牆，建立合一

的見證。 
4. 俄烏戰爭，有不少烏克蘭難民逃到不同國家，記念他們能經歷平

安，並得到適切的支援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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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本年度第二期水禮暨孩童奉獻禮將於 9 月 25 日（下主日）舉行。請

各位同工、執事、受洗新葡、轉會和奉獻孩童者於上午 9 時 40 分齊

集到副堂門外，拍攝集體照。當日，車主可將車輛停泊於華英中學至

下午 1 時，謹此周知。 
 

2.              招聘辦公室全職幹事通告 
本會現正招聘辦公室全職幹事，職責為處理文書及日常事

務。申請者需達預科/大專或以上程度，熟識電腦文書軟件運用，

具良好中文書寫能力者將獲優先考慮。歡迎本會及聯會肢體申

請，也歡迎各會友作出轉介。有意者可聯絡人事組召集人馮啟樂

弟兄或詳繕履歷電郵至 hr@hkccc.org.hk（只招聘用）。 
  

3.           香港華人基督會 
建議修訂執事選舉制度 

3.1                  修訂執事選舉制度通告 

為配合教會長遠發展，促進執事團隊的更替傳承，回應會友

對執事選舉制度的意見，執事會遂啟動執事選舉制度檢討。經過

多輪諮詢交流，慎重研究和考慮收集得到的意見後，執事同工聯

席會議於本年 6 月例會中通過了修訂執事選舉制度建議方案（需

修改會章部份）供會友議決。下一階段，執事會將召開特別會友

大會審議建議方案。若獲得通過並完成所有法定程序，預計最快

可於 2023 年 12 月執事選舉中實行新安排。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主席陳陳少梅姊妹或書記莊興培弟兄。 

此致 

全體會友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肢體消息 
本會會友陳蕭玉芳姊妹日前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定於 9 月 22 日（禮

拜四）下午 2 時正假紅磡萬國殯儀館（地下）孝思堂舉行，禮畢後遺

體隨即移送歌連臣角火葬場進行火化禮。請在禱告中記念，求主安慰

其家人。 

mailto:hr@hkcc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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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特別會友大會通告 

敬啟者：本會謹訂於主曆 2022 年 10 月 2 日（主日）在本會禮堂舉

行特別會友大會，兹將詳情分列如下，敬請垂注，並屆時出席和禱

告記念。如有查詢，請與執事會書記莊興培弟兄聯絡。 

時 間：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是日真理裝備暫停一次） 

地 點：本會禮堂及網上同步，登入連結如下： 

https://us02web.zoom.us/j/86827204821?pwd=emlBVDd0Mkx0OTFoTUJyQ0g0VUdFdz09 

會議 ID：868 2720 4821 

密 碼：266743 

議 程：審議及通過以下特別決議案： 

「接納修改《會章》建議— 

1. 執事任期：將執事任期改為兩年一任，每兩年舉行一次執事選舉。 

2. 連任上限：規定每名執事最多可任五屆，任滿五屆之後，必

須停任一屆，然後方可再獲提名為候選執事。中途辭職或是

中途上任以致該屆任期不足兩年仍計算為一屆，達至上限後

便需要停任一屆，方可以再獲提名。有關規定由新選舉辦法

產生的任期起計。 

3. 投票資格：將投票資格改為凡具本會會友資格滿兩年及超過

18 歲可有投票權。」 

附註：10 名會友親身出席即構成法定人數。提呈之決議案將由親

身出席之會友以投票表決方式經最少 75%的票數通過。選

票會於特別會友大會舉行當日現場派發。 

此致 

全體會友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3.3                 為修訂執事選舉制度禱告 

(1) 求神帶領我們察驗祂的旨意。 

(2) 求神幫助我們各人能夠滿有主的恩慈。有意見不同時，學效主

耶穌以柔和謙卑的態度待人，常持包容和接納的心。 

(3) 求神保守特別會友大會整個程序能順利進行，讓神的旨意成就

在教會當中。 

https://us02web.zoom.us/j/86827204821?pwd=emlBVDd0Mkx0OTFoTUJyQ0g0VUdFd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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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華人基督會 
2023年執事選舉 

4.1                   2023年執事選舉通告 

敬啟者： 

本年度執事任期即將屆滿，按照會章規定，執事會須提名 45

位候選人，於本年 12 月之特別會友大會，由合資格會友選出來屆
15 位執事。 

凡具有選舉及被選舉資格之會友（即本港居民，年滿 21 歲，
加入本會滿 3 年），如欲推薦執事候選人，請於 10 月 2 日（主日）
中午 1 時或之前，以書面或電郵方式通知執事會書記莊興培弟兄
（電郵：sec.hkccc@gmail.com），以供執事會在 10 月 16 日（主日）
提名執事候選人時考慮。推薦執事候選人表格（紙本或電子版）
可向事工及執行幹事李張淑賢姊妹索取，亦可直接於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xp7wCxIDmaxVCCZ8Vi_lRI0GUXdgULf/view?usp=sharing

下載。 

為減少被提名後退選情況，合資格被選舉的會友，如不願被
提名，亦請於 10 月 2 日（主日）中午 1 時或之前，以書面或電郵
方式通知執事會書記莊興培弟兄（電郵：sec.hkccc@gmail.com）。 

此致 
全體會友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4.2                     為執事選舉禱告 

(1) 求主親自揀選合祂心意的人，感動他們起來積極承擔執事事
奉，以僕人的心態，為主作工，服侍教會和弟兄姊妹。 

(2) 求主帶領整個執事選舉過程。 

(3) 求主賜弟兄姊妹與執事相互之間有美好溝通和信任禱告。 

  

5. 主日早禱會 
九月份早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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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秋萍姑娘 

形  式：實體（祈禱房）及同步以 Zoom 視像會議進行，登入連結 

https://zoom.us/j/97660935761?pwd=UWNkaXd5ZCs3QUVnQWxXNlphR2w5Zz09 

會議 ID：976 6093 5761      密  碼：295062 
 

mailto:sec.hkccc@gmail.co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xp7wCxIDmaxVCCZ8Vi_lRI0GUXdgULf/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xp7wCxIDmaxVCCZ8Vi_lRI0GUXdgULf/view?usp=sharing
mailto:sec.hkccc@gmail.com
https://zoom.us/j/97660935761?pwd=UWNkaXd5ZCs3QUVnQWxXNlphR2w5Z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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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九月份祈禱會 
主日敬拜後全教會祈禱會 
主  題：「頌讚與生命獻呈」 
日  期：9 月 18 日（聖樂主日） 
時  間：敬拜後（同步直播） 
負責人：聖樂幹事黃學超弟兄、葉嘉成執事 
 

周二晚祈禱會  
 

日 期：9 月 27 日（禮拜二） 
時  間：晚上 8 時 
主  題：青少年牧養―建立信任及同行 
負責人：黃秋萍姑娘、馮啟樂執事 
形  式：實體（副堂）及同步以 Zoom 視像會議進行，登入連結 

https://zoom.us/j/96667360684?pwd=NGJIUCswcHFyZGZqb1pmMUduUXVwdz09 

會議 ID：966 6736 0684      密  碼：921485 
 

7. 聖樂事工委員會 
聖樂講座 

主題︰認識崇拜音樂 

目 的︰透過增加對崇拜音樂的認識，幫助弟兄姊妹在崇拜更
投入敬拜和以聖樂去事奉神。 

日 期︰9 月 18 日（聖樂主日） 

時 間︰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教會祈禱會後舉行） 

地 點︰本會禮堂 

講 員：李芝玲博士 
講員簡介：美國韋柏崇拜研究學院崇拜學博士；建道神學院基督

教研究碩士（聖樂）；香港浸會大學音樂教育碩士；香
港演藝學院音樂學士（聲樂演唱）；現任香港聖樂促進
會總幹事兼培訓總監；Alpha and Omega 創辦人之一及
音樂總監。 

對 象：聖樂事奉人員及對此有興趣認識的弟兄姊妹 
 

 

會友奉獻簡報 
 

日期 月捐奉獻 
主日 

感恩奉獻 

第卅七屆差傳奉獻 
信心認獻目標：$412,000.00 

認獻金額：$285,100.00 
認獻人數：42 人 

 

 9月4日 $114,255.00 $3,895.30 $5,600.00  
 9月11日 $126,180.00 $3,851.00 $14,260.00  
  本月共收 本月共收 本月共收： $19,860.00  
  $240,435.00 $7,746.30 累積共收： $247,140.00   

https://zoom.us/j/96667360684?pwd=NGJIUCswcHFyZGZqb1pmMUduUXVwdz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