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事報告  

1. 「崇拜主席 - 溫故知新訓練」將於本主日開課，請現時擔任崇拜主席的弟

兄姊妹依時下午 2：30出席，另想接受訓練的肢體也歡迎參與。 

2. 已參與睦福友師計劃的導師請於今天崇拜後到 A房進行簡報，需時約 15

分鐘。 

3. 城市睦福將於 28/5主日下午 2:30舉辦「端午關懷探訪」，教會鼓勵弟兄

姊妹藉此關心社區及傳福音，請向各組組長或陳姑娘報名。 

4. 如弟兄姊妹手上持有教會地下或 2樓出入口鎖匙，請告之劉傳道，以便整

理及重新配匙。 

5. 中心主任 Anne 姑娘上週意外跌傷，右手手腕骨折及甩臼需駁回，請禱告

記念她的康復。 

6. 同工消息：陳姑娘上星期四覆診後，醫生診斷原本三處的骨折位中有兩處

已癒合，另一位置仍有裂痕，病假延至 27/4，請記念她的康復。 

 

 

 代禱消息  
1. 下週跪禱會主題為「申請受浸肢體準備的心靈需要」，期待你的出席。 

 

 

 

 

 

 

 

 

 

 

 

 
 

2017年教會年題：尋求異象‧實踐使命  

                                                  

 2017 年 4 月 23 日 主日崇拜程序  
 宣  召 ------------------------------------------------------------------------------------ 眾坐 

 禱告讚美 --------------------------------------------------------------------------------- 眾坐 

 詩歌敬拜 --------------------------------------------------------------------------------- 

1. 偶然遇上的驚喜 

2. 足印 

3. 容我寧靜 

4. 記號 

眾坐 

 認  信 ---------------------------- 同誦「使徒信經」------------------------------ 眾立 

 讀  經 ------------------------------- 太 24：1-14 ----------------------------------- 眾坐 

 證  道 ------------------------------- 陳錦美傳道 ---------------------------------- 眾坐 
         講題：末世警訊 

 回應詩歌 -------------------------------- 記號 ---------------------------------------- 眾坐 

 奉  獻  ----------------------------------------------------------------------------------- 眾坐 

 三一頌 ------------------------------------------------------------------------------------ 眾立 

 祝  禱 ------------------------------- 劉卓輝傳道 ---------------------------------- 眾立 

 歡迎及家事報告 ------------------ 劉卓輝傳道 ---------------------------------- 眾坐 

          默禱後散會  
 

 

 

顧問牧師：周志豪 牧師 
教會電話︰2209 4389 

教會網址︰cschurch.org.hk 

教會電郵：chungsingchurch@gmail.com 

通訊地址：將軍澳寶林邨寶寧樓東座 222-226 室 

堂 主 任：劉卓輝 傳道 直線電話：2209 4379 

傳 道 人︰陳錦美 傳道 直線電話：2209 4378 

福音幹事：李林貞 姊妹 直線電話：2209 4389 

實習傳道：黎健聰 弟兄 直線電話：2209 4389 

 奉獻支票抬頭：中聖教會有限公司  或  (Chung Sing Church Limited)   

中 聖 教 會  
主  日  崇  拜  週  刊  

 



【偶然遇上的驚喜】 
詩集：團契遊樂園 2‧詩歌本，52  
版權屬音樂 2000所有，准許使用 
 
曾經踏遍路途千萬里，途中跌倒過攀不起 
無望的心感困累，全然交瘁 
無助身軀早已沒有力氣 
 
徬徨中遇見熱誠的膀臂 
人潮中碰到你多驚喜 
前路即使千尺浪，得你在身旁 
縱使呼呼風雨仍覺甚美 
 
能在絕望孤單中偶然遇到你 
是我根本不配受的福氣 
來日禍困迎面，滿途挑戰 
能贈我勇氣，完全是你 
 

【足印】 
詩集：團契遊樂園 2‧詩歌本，32 
版權屬音樂 2000所有，准許使用 
 
憶當天的那段舊夢，祂仿似與我夜裡共行 
沙灘中的每段道路，編出你與我兩雙足印 
漫漫路無論多少崎嶇，都有基督緊握我手 
遇寂寞但也不孤單，明白你是共行 
 
祂當天親身的應許，祂必會與我伴結前行 
一生中的每段道路，都必會帶領我經過 
路漸盡回望我的一生，雖有祂一起的腳蹤 
但絕望並困境之中，全是孤單足印 
 
每次我心中多悲傷，祂怎卻遠去剩我獨行 
每次我感到是寂寞，祂怎卻遠去剩我孤單 
默默地在我身邊的主，跟我低聲輕輕說出 
「在絕望路裡的一雙，原是我的足印。」 
 
回望我過去多少的失意 
但你每次每次也在旁 
是你抹我淚痕，是你揹我經過 
明白到有你居於心深處 
我不再是獨行（我不再迷路向） 
前路有你共行，留下雙雙足印 
 

【容我寧靜】 
詩集：共享歌集 03，13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所有，准許使用 
 

晨曦之中，我尋求神話語 
每分一刻感激主多愛寵 
日光之中人流離在多變世俗裡 
啊，聖父求袮潔淨我心 
 
 

晨曦之中，我尋求神話語 
每分一刻感激主多愛寵 
日光之中人流離在多變世俗裡 
啊，聖靈求袮引導我禱 
 
容我寧靜，聽候在袮的跟前 
一心一意，願尋求袮的旨意 
藏袮懷內，看萬事變得空虛光輝不再 
願我此刻知袮是神 
願我得享安息在袮手裡 
 

【記號】 
詩集：同在的神 - 以馬內利，7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准許使用 
 
腳步末能踏前，預算路向不兌現 
終點總看不見，被固執蒙蔽視線 
難理解高深轉變，藏在背面 
期待美善續延，能看到光輝一線 
屬天恩典，烙印在記憶深刻新鮮 
 
身軀不再冰冷，突破自困的界限 
心中充滿驚歎，被你釋放我頌讚 
憑應許支撐所盼望，無懼變幻 
同渡世上萬難 
愁緒於風中飄散，負擔輕省 
讓信念每天張開雙眼 
 
直路轉彎你預先設記號 
混亂變遷裡，認清真光 
指引我走出末路窮途 
拋開憂心困惱，無論時地恩主傾聽我禱告 
謝謝你體貼耐心設記號 
就在往昔片段中 
發現當我處身於寂寞長途 
恩主足跡遍佈，常在寒夜加添溫暖 
是你擁抱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 
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事奉崗位 
本主日 23/4/2017 主日 30/4/2017 主日 7/5/2017 

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 聖餐主日崇拜 

跪禱會 鄒振國執事 劉卓輝傳道 黃正傑弟兄 

主日講員 陳錦美傳道 馮瑞興校長 周志豪牧師 

主  席 蕭曉紅姊妹 敬拜隊 歐陽敏儀姊妹 

司  琴 潘曦諾姊妹 敬拜隊 鄒詠琪姊妹 

司  事 
陳國樑弟兄 
歐陽敏儀姊妹 

黃正傲姊妹 
龍敏怡姊妹 

潘曦諾姊妹 
潘曦媛姊妹 

讀  經 李啟偉弟兄 陳國樑弟兄 洪國霞姊妹 

講題 
及經文 

末世警訊 
太 24：1-14 

馬其頓的呼聲 
徒 16：6-10 

/ 

投影片控制 龍煒邦弟兄 敬拜隊 孔兆麟弟兄 

音響控制 鄒錦星弟兄 敬拜隊 劉子祥弟兄 

場地整理 以馬內利組 哈拿組 彼得組 

兒 
童
教
會 

主席 彭梓盈姊妹 林凱燊弟兄 藍美寶姊妹 

破冰 劉家謙弟兄 
彭梓銳弟兄 

馮頌軒弟兄 
陳敬謙弟兄 

敬拜 藍美儀姊妹 王焯杰弟兄 唐澆邦弟兄 

信息 王焯杰弟兄 林凱燊弟兄 藍美寶姊妹 

糾察 白錦鍛姊妹 歐陽敏儀姊妹 侯施名姊妹 

 
 教會聚會時間表： 

跪禱會 主日早上10:00 主日崇拜 主日早上 11:00 

培育課程 主日下午2:30 兒童教會 主日早上 11:00 

牧區/區牧 教會各小組：主日下午 12:30 
松柏區 
陳錦美傳道 

約瑟組 C室(早上 10:00) 導師：黎景珠 組長：彭小珍、廖漢彬 

成年區 
陳錦美傳道 

哈拿組 B室 導師：趙慧珍   組長：翁紅娟、蕭中娥 

以馬內利組 C室 組長：鄒振國、莫彤 
職青區 
劉卓輝傳道 

約翰/雅各組 D室 組長：唐澆邦 

青年區 
劉卓輝傳道 

愛同路組 E室 導師：鄧淑儀     組長：黃正傑、藍美儀 

彼得組 A室 導師：唐灌球   組長：黃惠淇 

青少區 
劉卓輝傳道 

提摩太組 副堂 導師：李林貞   副組長：倪誦騫、高子晉、吳健兒 

堅．顧組 
副堂 

(週六下午 3:30) 
導師：李林貞 組長：翁紅娟   副組長：高子晋 

兒童區 
陳錦美傳道 

兒童教會 副堂 

統籌：王景星 

導師：藍美儀、張曉婷、陳曉彤、王焯杰、林凱燊
彭梓盈、王焯斌、唐澆邦、鄒詠琪 

糾察導師：張麗霞、歐陽敏儀、白錦鍛、侯施名 

劉卓輝傳道 男子組 每月一次 組長：卓偉強 

劉卓輝傳道 敬拜隊 逢第三週週六及週日 聯絡：黃正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