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事報告  

1. 承蒙香港神學院校友溫慧汶姊妹蒞臨證道，本會謹表謝意。 

2. 下主日(15/7)崇拜後 12：30 – 2：00有專題講座，主題：「中國福音現況

與未來」，由周志豪牧師主講，請各小組留步參與。 

3. 今日下午五時至六時，教會籃球隊將於大窩口體育館進行第二場比賽，歡迎

弟兄姊妹到場打氣。球員請於三時二十分在教會集合一同出發。 

4. 劉牧師本主日往中華聖潔會證道。 

5. 李林貞福音幹事已向教會請辭，於 23/8日(四)正式離任。願天父引領保守

姊妹前路。 

 

 

 代禱消息  

1. 今週跪禱會的主題是「在學肢體善用暑假」，而下週跪禱會主題為「職青區

肢體兒女的需要」，期待你的出席。 

 

 

 每週生日之星  

殷海雲 (8/7)  李健斌 (11/7)  李偉強 (12/7)  侯巧華 (13/7)   

楊   艷 (14/7) 

 

 

 

 

 

 

 

 

 

 

 

 

 

2018年教會年題：尋求異象‧實踐使命  

                                                  

 2018 年 7 月 8 主日崇拜程序  
 宣    召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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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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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十架犧牲的愛 

2. 獻上頌讚 

3. 容我寧靜 

4. 沒有你那有我 

眾坐 

 讀    經 -------------------------- 可 10：35-45 ------------------------------------ 眾坐 

 證    道 --------------------------- 溫慧汶姑娘 ----------------------------------- 眾坐 
         講題：服侍有價 

 回應詩歌 -------------------------- 沒有你那有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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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 ----------------------------- 黎健聰傳道 --------------------------------- 眾立 

 歡迎及家事報告 ------------------- 鄒振國執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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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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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健聰 傳道 電話：2209 4389 

傳 道 人︰張雪華 傳道 電話：2209 4389 

福音幹事：李林貞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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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架犧牲的愛】 
詩集：沙聲頌 01─主耶穌你是我一生的所有 
版權屬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所有 
 

耶穌捨身十架，主你為我犧牲 
誠然擔起我的憂患，背負我的痛苦 
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 
流出寶血，救恩湧流，讓我罪得赦免 
你被世人離棄凌辱，至死不退縮 
喝下那苦杯，全然成就救贖 
 
我主犧牲的愛，你為我的過犯 
撇下榮耀尊貴，降下捨身拯救 
十架犧牲的愛，眾罪已得潔淨 
你是奴僕君王，權柄尊貴屬你 
 

【獻上頌讚】 
詩集：和平之君，6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准許使用 
 
在世間，萬有中 
哪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竭力頌揚 
主愛是奇妙浩大 
是我主，是救主 
作我安穩庇護所 
我若只有，一息尚存 
也要定意敬拜你 
 
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 
各處頌讚，眾山歡呼拍掌 
遍野萬里也和應叫嚷 
與眾海呼喊，傳揚上主 
跳躍和唱，要述說你創造 
願永愛著你，我這生不變更 
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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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你，那有我】 
詩集：齊唱新歌第 11 集，6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准許使用 
 

從來未試過將一生交托 
為你真正活過 
從來未盡用我恩賜 
深知你恩有許多 
回頭望過去一生的經過 
唯有你的火 
光照路途每一步 
去衝破障礙又破浪 
 
如若沒有你今天不知道 
怎麼可有我 
如若是獨自去闖 
不知風雨怎去可擋 
祈望用我有一切的恩賜 
為你去作光 
不理路途是艱鉅 
全為你去苦幹 
 
讓我手，能為人送與永活盼望 
讓我口，傳萬民讚美遠達四方 
讓我心，全為神，每晝每夜去宣講 
將一生交給主，努力幹 
 

事奉崗位 
本主日 8/7/2018 主日 15/7/2018 主日 22/7/2018 

主日崇拜 中國福音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 

跪禱會 林凱燊弟兄 唐灌球執事 黎健聰傳道 

主日講員 溫慧汶姊妹 周孫玉琴師母 李潤成牧師 

主  席 
龍煒邦弟兄 
龍敏怡姊妹 

蕭曉紅姊妹 敬拜隊 

司  琴 潘曦諾姊妹 鄒詠琪姊妹 敬拜隊 

司  事 
廖小燕姊妹 
楊  艷姊妹 

葉遠青弟兄 
倪誦騫弟兄 

鍾穎雪姊妹 
洪國霞姊妹 

讀  經 廖漢彬弟兄 翁紅娟姊妹 陳國樑弟兄 

講題 
及經文 

服侍有價 
可 10：35-45 

蒙召宣教 
太 10：1-5 

/ 

投影片控制 孔兆麟弟兄 田嘉銘弟兄 敬拜隊 

音響控制 倪誦騫弟兄 何皓賢弟兄 敬拜隊 

場地整理 提摩太組 愛同路組 以馬內利組 

兒 
童
教
會 

主席 林凱燊弟兄 彭梓盈姊妹 何皓賢弟兄 

破冰 王焯杰弟兄 劉家謙弟兄 陳敬謙弟兄 

敬拜 歐陽敏儀姊妹 張曉婷姊妹 林凱燊弟兄 

信息 王焯杰弟兄 張曉婷姊妹 林凱燊弟兄 

糾察 侯施明姊妹 白錦鍛姊妹 侯施名姊妹 

 
 教會聚會時間表： 

跪禱會 主日早上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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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卓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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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卓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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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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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健聰傳道 

提摩太組 F室 導師：李林貞   副組長：倪誦騫、高子晉 

兒童區 
黎健聰傳道 

兒童教會 副堂 

導師：唐澆邦、張曉婷、王焯杰、林凱燊、彭梓盈、
藍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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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