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事報告  

1. 承蒙基督教宣道會葵芳堂堂主任何敬賢牧師蒞臨證道，本會謹表謝意。 

2. 今日是 2017年最後一天，願弟兄姊妹都能回顧過去一年的恩典，並展望 2018

年活出更多經歷上帝的生命。 

3. 2017年 11月教會財政報告已張貼佈告板，弟兄姊妹可自行查閱。本月錄得

約 1萬 5千多元盈餘，盼望弟兄姊妹繼續按時奉獻。 

4. 崇拜後 12：30 – 2：30 將舉行「歲終感思見證會」請弟兄姊妹留步出席，一同

數算恩典，歌頌上主。 

5. 同工消息：黎健聰傳道休假至 1月 2日。 

 

 

 代禱消息  

1. 今週跪禱會的主題是「教會年終感恩」，而下週跪禱會主題為「教會同工執

事的身心靈及事奉(整體)配搭」，期待你的出席。 

 

 

 每週生日之星  

陳樂嘉 (2/1)  鄒錦星 (2/1)  李啟偉 (4/1) 

 

 

 

 

 

 

 

 

 

 

 

 

 

 

 

2017年教會年題：尋求異象‧實踐使命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歲終主日崇拜程序  
 宣    召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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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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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向至高者讚美 

2. 以感恩為祭 

3. 十架的冠冕 

4. 耶和華以勒 

5. 你是我神 

眾坐 

 讀    經 ----------------------- 太 12：1-9、12：38-42 ------------------------- 眾坐 

 證  道 -------------------------------- 何敬賢牧師 -------------------------------- 眾坐 
         講題：基督比這更大 

 回應詩歌 ------------------------------ 你是我神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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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
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 12：1)  

 三 一 頌 --------------------------------------------------------------------------------- 眾立 

 祝    福 ----------------------------- 何敬賢牧師 --------------------------------- 眾立 

 歡迎及家事報告 ------------------- 唐灌球執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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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 直線電話：2209 4379 

傳 道 人︰陳錦美 傳道 直線電話：2209 4378 

傳 道 人︰黎健聰 傳道 直線電話：2209 4389 

福音幹事：李林貞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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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至高者讚美】 
詩集：讚之歌 1，20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同心，皆向至高者讚美 
頌讚主聖潔、誠實、無偽、正直 
 
耶穌是生命、道路 
最美善又完全，作世上磐石 
耶穌是生命、道路 
最美善又完全，主恩光照萬世 
 

【以感恩為祭】 
詩集：團契遊樂園 5 - 應許‧詩歌本，20 
版權屬音樂 2000所有，准許使用 
 

主，為你的恩典，我要滿心感謝 
由泥內生機，到變幻天氣 
讓這世界各樣完備 
主，為你的恩手，我要滿心感謝 
由扶助拯救，到試煉阻攔 
導我按你正路前行 
我出生前你已深知我，到了今天亦有幫助 
為我備救恩，召我出黑暗 
做你聖潔國度人民 
 
主，為你的恩言，我要滿心感謝 
由提示安慰，到責備管教 
內裡有你愛念呈現 
主，為你的恩情，我要滿心感謝 
也要常思想，晝夜數算，藉愛見證你大能 
你的安排往往多新意，你有豐賞亦會收取 
微細調配中，讓我得益處 
現我再看天恩處處 
 
神呀！你恩典太美妙神奇，配得萬眾稱善 
我要以感恩為祭獻給你，並永記念你作為 
 

【十架的冠冕】 
詩集：伍偉基作品 2 - 精采，11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所有，准許使用 
 
路是難走，但比起你的十架路 
我今天算甚麼，來起身再走過 
遇著痛苦，你亦經過世間苦與樂 
你的救贖愛海，我得勝和釋放 
 
凝望著十架的冠冕，仰望你渡過每天 
你體恤我的軟弱，明白我親身處境 
無論遇著困苦憂愁，你亦會在我身邊 
你興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 

【耶和華以勒】 
詩集：城市旋律 03，10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准許使用 
 
綠野碧海生機處處，瞭闊遠空星光照遍 
萬有皆藏在恩典之內，遠古祂手創立到此時 
主的永恆彰顯於世間，榮美也莊嚴 
主的聖名充滿在全地，讚歌響遍 
耶和華以勒，奇妙創始萬物所依 
耶和華以勒，神在太初預備這居處 
 
念救主往日下塵瀛，憐憫眾生不惜犧牲 
並以祂口中所出的話，慰解憂傷照亮眾心靈 
主的降臨使盼望重現，能以愛相連 
主的聖名充滿著能力，化解悲怨 
耶和華以勒，成就救恩，預備永生 
耶和華以勒，懷著每點盡是美旨意 
 
在世間遍歷起與跌，神賜與百般的愛眷 
遇困苦仍獲歡欣希望，我所需祂已定有安排 
荊棘滿途主領著前路慈愛永不移 
 
心中記存主信實情義，永久不變 
耶和華以勒，存在我心，活著至今 
耶和華以勒，神在每天預備我需要 
 

【你是我神】 
詩集：敬拜者的心 
版權屬敬拜者使團所有，准許使用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你有多麼深愛我 
請釋放我，去我纏累，能讓我再有力榮耀你 
請改變我，謙卑我心，明白我有多麼需要你 
心緊靠你，進你懷內，容讓我永貼近隨著你 
 
你為我釘身受死，抹去我的污穢 
你是我神，是我王，我心欣慰 
我為你張開我口，向世界高聲唱 
竭力讚揚，願永傳你大愛 
我為你舉起兩手，永遠高舉你 
讚頌我神，頌我王，我心所愛 
我為你傾出我心，撇棄世間貪愛 
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你是我神，你是我王，到永遠 
永頌我神，竭力讚揚，敬拜你 

事奉崗位 
本主日 31/12/2017 主日 7/1/2018 主日 14/1/2018 

歲終主日崇拜 新年暨聖餐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 

跪禱會 劉卓輝牧師 劉卓輝牧師 黎健聰傳道 

主日講員 何敬賢牧師 周志豪牧師 劉卓輝牧師 

主  席 卓偉強弟兄 黃正傲姊妹 蕭曉紅姊妹 

司  琴 鄒文琪姊妹 鄒詠琪姊妹 張煒澤弟兄 

司  事 
廖小燕姊妹 
鄭韻思姊妹 

葉遠青弟兄 
黃惠淇姊妹 

彭啟珠弟兄 
翁紅娟姊妹 

讀  經 侯施名姊妹 陳國樑弟兄 宋佩恩姊妹 

講題 
及經文 

基督比這更大 
太 12：1-9、12：38-42 

凡事包容的基礎 
太 18：21-35。 

/ 

投影片控制 倪誦騫弟兄 倪誦騫弟兄 陳祺欣姊妹 

音響控制 劉子祥弟兄 何皓賢弟兄 王焯斌弟兄 

場地整理 哈拿組 彼得組 提摩太組 

兒 
童
教
會 

主席 張曉婷姊妹 王焯杰弟兄 林凱燊弟兄 

破冰 彭梓銳弟兄 陳敬謙弟兄 劉家謙弟兄 

敬拜 藍美儀姊妹 張曉婷姊妹 歐陽敏儀姊妹 

信息 張曉婷姊妹 彭梓盈姊妹 藍美儀姊妹 

糾察 白錦鍛姊妹 張麗霞姊妹 歐陽敏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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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卓輝牧師 

約翰/雅各
組 

D室 組長：唐澆邦 

青年區 
劉卓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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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卓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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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美儀、王景星 

導師：唐澆邦、張曉婷、王焯杰、林凱燊、彭梓盈、
陳曉彤、龍敏怡、何皓賢 

糾察導師：張麗霞、歐陽敏儀、白錦鍛、侯施名 

劉卓輝牧師 男子組 每月一次 組長：卓偉強 

劉卓輝牧師 敬拜隊 逢第三週週六及週日 聯絡：黃正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