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普世聖餐主日普世聖餐主日普世聖餐主日普世聖餐主日    

                                                        週週週週    六六六六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00006/10/20196/10/20196/10/20196/10/2019    
 
主席：黃仲君姊妹 

 

敬    拜---------------------------------------------敬拜隊 
 

「高唱入雲」 

「我們呼求」 

「最美好的仗」 

 

 

讀    經---------主題：信靠基督‧完成託付--------陳育賢弟兄 

 

舊約：耶利米哀歌   1：1-6     (舊約 1221 頁） 

福音：路加福音    17：5-10    (新約 120 頁） 

書信：提摩太後書   1：1-14    (新約 331 頁） 

 

講    道-----------既撕裂，又合一的…… --------王澤堂牧師 

 

奉    獻-----------------「我們呼求」-----------------同唱 

（是日為聖餐主日多收一次奉獻，作為支持慈惠之用） 

 

家事及牧禱----------------------------------------教牧同工 

 

聖    餐----------------------------------------------眾坐 

 

祝福差遣------------------------------------------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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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聖餐主日普世聖餐主日普世聖餐主日普世聖餐主日    

主主主主    日日日日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主席：曾兆基義務教士                    司琴：鄧美信姊妹 
 
 
始禮頌-----------------------------------------------眾坐 

「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普天下的人， 
在主面前都應當肅靜，肅靜，肅靜，應當肅靜。阿們。」 

 
宣  召-----------------------------------------------主席 

 

我們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華的歌呢？耶和華啊，求你記得！ 

詩篇 137：4,7 下 

 
唱  詩----------「聖名榮光歌」(普頌第 58 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 我親愛的弟兄們，你若口裏宣認耶穌為主，心裏信上帝叫他從死人

中復活，就必得救。 

應應應應：：：：    因為人人都有同一位主因為人人都有同一位主因為人人都有同一位主因為人人都有同一位主，，，，他他他他也厚待求告也厚待求告也厚待求告也厚待求告他他他他的每一個人的每一個人的每一個人的每一個人。。。。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凡求凡求凡求凡求

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啟： 你們從前不是子民，現在卻成了上帝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憫，現

在卻蒙了憐憫。 

應應應應：：：：    我我我我們蒙召就是為此們蒙召就是為此們蒙召就是為此們蒙召就是為此，，，，因為基督也為因為基督也為因為基督也為因為基督也為我我我我們受過苦們受過苦們受過苦們受過苦，，，，給給給給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留下榜樣留下榜樣留下榜樣留下榜樣，，，，

為要使為要使為要使為要使我我我我們跟隨們跟隨們跟隨們跟隨他他他他的腳蹤的腳蹤的腳蹤的腳蹤。。。。    

    

啟： 你們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都是肢體。身體的肢體雖多，仍是一

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應應應應：：：：    願我們遵守使徒的教訓願我們遵守使徒的教訓願我們遵守使徒的教訓願我們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彼此交彼此交彼此交往往往往、、、、擘餅擘餅擘餅擘餅、、、、祈禱祈禱祈禱祈禱；；；；關關關關懷懷懷懷鄰舍鄰舍鄰舍鄰舍，，，，伸張伸張伸張伸張

公義公義公義公義；；；；宣揚天國的福音宣揚天國的福音宣揚天國的福音宣揚天國的福音。。。。    

    

啟： 我們所祝謝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

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 

應應應應：：：：    因為餅只是一個因為餅只是一個因為餅只是一個因為餅只是一個，，，，我們雖然人多我們雖然人多我們雖然人多我們雖然人多，，，，仍是一體仍是一體仍是一體仍是一體，，，，我們同享一個餅我們同享一個餅我們同享一個餅我們同享一個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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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我們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

洗成了一個身體，並且共享這位聖靈。 

應應應應：：：：    願上帝使我們彼此同心願上帝使我們彼此同心願上帝使我們彼此同心願上帝使我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效法基督耶穌效法基督耶穌效法基督耶穌，，，，追求追求追求追求那更大的恩賜那更大的恩賜那更大的恩賜那更大的恩賜，，，，共共共共同同同同

建立合上主心意的基督教會建立合上主心意的基督教會建立合上主心意的基督教會建立合上主心意的基督教會。。。。    
 

祈    禱---------------------------------------------主席 
 
主 禱 文-----------------------------------默禱後細聲同唱 

 
全體同唱：我們在天上的父， 
主席：願父名被尊為聖，  會眾：在地上如在天上。 
主席：願父國來臨，    會眾：在地上如在天上。 
主席：願父旨得成，    會眾：在地上如在天上。 
主席：我們日用的飲食，  會眾：今日賜給我們。 
主席：恕我們的罪，    會眾：如我們恕人的罪。 
主席：不叫我們遇見誘惑， 會眾：救我們脫離兇惡。 
主席：因為國度，     會眾：是父的； 
主席：權柄，       會眾：是父的； 
主席：榮耀，       會眾：是父的； 
全體同唱：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永世無盡。 

阿們，阿們。    
 

讀    經---------主題：信靠基督‧完成託付--------司徒潔瑩姊妹 
 

舊約：耶利米哀歌   1：1-6     (舊約 1221 頁） 

福音：路加福音    17：5-10    (新約 120 頁） 

書信：提摩太後書   1：1-14    (新約 331 頁） 
 

講    道-------------既撕裂，又合一的…… ---------王澤堂牧師 

    
唱    詩---------「主國降臨歌」(普頌第 300 首)-------起立同唱 
 
奉    獻---------------------------------------------眾坐 

（是⽇為聖餐主⽇多收⼀次奉獻，作為慈惠之用）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牧禱及家事---------------------------------------教牧同工 
 

聖    餐---------------------------------------------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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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差遣-----------------阿們頌----------------祝福後同唱 
 

阿  們， 阿  們， 阿  們 ，阿  們。 
 

〈先 讓 主 禮 及 詩 班 退 席 ， 會 眾 默 禱 後 散 會〉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獻獻獻獻詩詩詩詩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never shall want, 

For lack of His mercies, my soul shall not pant; 

In pleasant green pastures I daily abide, 

He leads me the peaceful till waters beside. 

My soul He restoreth and for His name sake, 

The path of true righteousness bids me, 

bids me to take 

Yea, though I pass through death’s dark valley and shade, 

I will not by evil be ever dismay’d, 

I will not by evil be ever dismay‘d.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never shall want. 

For Thou art my shepherd, and with me alway. 

Thy rod and Thy staff are my comfort and stay; 

My table Thou spreadest in presence of foes, 

My head Thou anointest, my cup overflows; 

Th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still. 

While life’s earnest duties I daily fulfil; 

Till joyous my spirit shall claim its reward, 

And dwell ever more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And dwell ever more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never shall want. 

Henry Smart 

Psalm 23 paraphrased by W.S. Passmore 

 

耶和華是我牧耶和華是我牧耶和華是我牧耶和華是我牧者者者者    

23232323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2

22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33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4

44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5

55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溢。 
6

66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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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家家    事事事事    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    

《《《《    代代代代    禱禱禱禱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    

 

本堂栽培訓練部   讀讀讀讀經營經營經營經營 2019201920192019：《：《：《：《拾回初心拾回初心拾回初心拾回初心‧‧‧‧承擔使命承擔使命承擔使命承擔使命》》》》    

藉著堂慶三十五週年的日子，盼望透過讀經營的信息，讓弟兄姊妹掌握使徒

行傳（徒一 1-六 7）的時代背景及初期教會的建立。與此同時，也透過對應

香港教會目前的處境，以及本堂的處境，反思堂會及個人的事奉路向與從新

委身，重整生命作奉獻，藉此作為呈獻給上主的堂慶禮物。   

日  期：10 月 7 日(一)重陽節假期《明天》時  間： 9：30am─4：30pm 

地  點：豐盛校園一樓禮堂 

主題研經講員：劉翠玉博士 (前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兼任講師， 

現任中華基督教公理堂宣教師) 

1. 歡迎首次蒞臨本堂聚會的朋友，敬請留下芳名，以便聯絡。 

1. 今主日是普世聖餐主日，聖餐禮儀將會採用由普世教會協會的信仰與教制委員
會於1982年公佈的「利馬禮文」，表達教會的合一。 

2. 今週六及主日為聖餐主日，敬請弟兄姊妹預備身心靈，同領主餐。主日崇拜後
設有午膳聯誼，請留步享用並自備餐具。 

3. 請參加讀經營的弟兄姊妹於 7/10 (一)早上 9:30 前到達豐盛校園一樓大禮堂，
並請自擕聖經。 

4. 葉智聰宣教幹事於 4-7/10 領取年假，敬希垂注。 

5. 沙田堂足球隊於上星期日福音足球聯賽對證基堂，以 4:3 落敗，感謝弟兄姊妹
出席支持。 

6. 上週三 10 月 2 日量血壓旱餐會共 68 人，下次為 16/10，敬希垂注。 

7. 第九十三次「以馬忤斯之旅」（弟兄）將於4-7/10（五至一）舉行，本堂有李
晴峯弟兄、陳家渭弟兄及葉智聰弟兄作客旅，張偉文弟兄則參與事奉團隊。 

1. 今主日是普世聖餐主日，願主捨身拯救世人的榜樣,感動普天下信主的人，拆除因
種族、文化、宗教、政治、傳統的籬牆，一同建立上主合一的教會。 

2. 為已開始的青成主日學及7/10的全教會讀經營祈禱，願主的靈感動弟兄姊妹渴慕
的心。 

3. 為香港祈禱，在動盪不安的時局下，求主賜港人在心靈上，和身體、精神上有平
安，又求主施行奇妙作為，平息矛盾與紛爭，修補撕裂，求主賜下平安和憐憫。 

4. 為本堂患病的肢體禱告，願主賜下安慰及平安，常與他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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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崇拜崇拜崇拜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5/105/105/105/10    普世聖餐普世聖餐普世聖餐普世聖餐    6/106/106/106/10 普世聖餐普世聖餐普世聖餐普世聖餐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任曉昕姊妹 王敏姍姊妹 

曾頌為弟兄 何文諾弟兄 

余穎彤姊妹 

陳藹怡姊妹 袁蘊華姊妹 陳桂清姊妹

羅美寶姊妹 趙少娟姊妹 鄧石成弟兄

鍾淑貞姊妹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陳靜雅姊妹 鄭錦玲姊妹 譚家齊弟兄 

聖餐執事聖餐執事聖餐執事聖餐執事    張耀宏弟兄  

勞敏儀宣教師 

陳福林  葉康明  陳瑞蘭  程佩新 

譚家齊  葉俊傑  司徒潔瑩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麥浩邦弟兄 陳柱清姊妹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林禮濤弟兄 林禮濤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關淑儀姊妹 

 

下

週

 12121212/10/10/10/10        13131313/10/10/10/1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梁慧思姊妹 葉俊傑弟兄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盧龍光牧師 盧龍光牧師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敬拜隊 A 鄧少琴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張泳童姊妹 何兆斌弟兄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何文誦弟兄 葉俊傑弟兄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關淑儀姊妹 楊紹昌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聖靈降臨後第廿二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耶利米書 29:1,4-7  路加福音 17:11-19  提後 2:8-15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陳藹婷姊妹 沈立平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袁蘊華姊妹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周龍輝弟兄 陳俊達弟兄 

鄭雅盈姊妹 

鄺月梅姊妹 曾兆基弟兄 鄧家強弟兄 

曾靜文姊妹 李艷芬姊妹 謝曉盈姊妹 

     22228888/9/9/9/9    22229999/9/9/9/9    

主日獻金主日獻金主日獻金主日獻金    

堂費堂費堂費堂費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獻獻獻獻花花花花、、、、刊刊刊刊    

慈惠慈惠慈惠慈惠    

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    

學校教育主日學校教育主日學校教育主日學校教育主日    

午膳午膳午膳午膳////兒主兒主兒主兒主    

710710710710.00.00.00.00    

3333,,,,567567567567.00.00.00.00    

    

100.00100.00100.00100.00    

    

147147147147.00.00.00.00    

55550.000.000.000.00    

2,2,2,2,092092092092.50.50.50.50    

11110000,,,,589589589589....88880000    

2,5002,5002,5002,500.00.00.00.00    

    

    

4,7334,7334,7334,733.00.00.00.00    

    

400.00400.00400.004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4444,,,,574574574574.00.00.00.00    20202020,,,,315315315315....3333000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58585858 人人人人    107107107107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25252525 人人人人    19191919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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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主內信眾致主內信眾致主內信眾致主內信眾：：：：    

10 月 2 日大公報網站中有題為「教會變暴徒私竇、有衫換、有涼冲」

的報導，對於此等失實和誤解的報導，我們深表遺憾。 

 

不論是天主教或基督新教，教堂均為社區中的「城市綠州」。各教堂均

歡迎各界人士進入，參與祈禱、敬拜、團契、學習、服務、安靜、以及參加

各種聚會。教堂亦會為有需要人士提供休息、使用洗手間、接受身心靈牧養

及人道服務。 

 

近年來，公眾活動頻密，且多在銅鑼灣至金鐘地區發生。區內教堂亦本

着上述服務之原則，開放給不同人士使用。 

 

2009 年，位於灣仔軒尼詩道之維景酒店發生人類豬型流感，酒店封鎖，

循道衞理會香港堂亦有為警務人員提供地方作休息之用，甚至為期一星期之

久。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大樓，在重建完成後亦秉持作銅鑼灣社區「屬靈綠

州」使命，一直採取教會開放態度，歡迎任何人士按需要進入，使用地下及

一樓設施。 

 

過去幾個月，天氣悶熱，遊行人士途經有關教堂，進內休息，使用洗手

間，乃自然之事。至於有教堂將部份門戶鎖上或將大閘半鎖，此乃於人多進

出時作秩序之安排。 

 

我們再次重申，教堂之使用，均以牧養、關懷信眾及鄰舍為首要任務。

我們深信，「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

幫助。」（詩篇四十六篇 1 節） 

 

天主教聖母聖衣堂主任司鐸羅國輝神父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公理堂主任王震廷牧師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主任潘玉娟牧師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主任范爾敦牧師 

二零一九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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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青成主日學青成主日學青成主日學青成主日學                                                    使使使使    徒徒徒徒    行行行行    傳傳傳傳    研研研研    讀讀讀讀 
    

藉著堂慶三十五週年的日子，一連串的聚會舉辦，而配合讀經營主題，《拾回初心‧

承擔使命》，青成主日學預備了三堂「使徒行傳研讀」，讓弟兄姊妹掌握使徒行傳的

時代、聖靈的工作及教會的發展。誠邀已報名教會讀經營之弟兄姊妹參加。 
 
日  期 ：6/10 (最後一堂) 

導  師 ：曾兆基義務教士 

時  間  :下午 1:30 到 2:30。 

 

普 世 聖 餐 主 日 
 

十月六日為基督聖教會第八十屆普世聖餐主日，將由湯嘉群島開始，繼為菲濟

群島，紐⻄蘭，澳洲以⾄全球各地，不分種族，國界，或所屬任何宗派教會，

都將舉⾏「教會合⼀聖餐」千百萬計之基督徒，將在該主⽇⼆⼗四⼩內每分每

秒鐘都有⼈跪在聖餐桌前領受主耶穌基督的聖體寶⾎，並為「教會合⼀」和「世

界和平」祈禱。 

 

普世聖餐主日乃普世教會協會的前身普世基督教聯合會和國際基督教宣教協

會，為謀求消除⼈類滅亡的危機和為基督徒的合⼀⽽發起的，最初於⼀九四 0

年十月六日舉行，至今已是八十年。本會歷年響應此種號召，⼗⽉第⼀主⽇隆

重舉行，此具有特殊意義之聖餐。 

 

本會⼀向認為凡屬基督的信徒，不論他在任何宗派教會受洗歸主，只要真誠悔

改，有信心領受主的聖體寶血，都被歡迎共領聖餐，不應存有宗派成見。在世

界分裂狀態中，「普世聖餐主日」領受聖餐更具有特殊意義。只有這種內心的

真誠團契才能促進世界的真正大同。 
 

牧師部屬下「信仰分享專責小組」主辦 

（（（（困苦中的信仰生命困苦中的信仰生命困苦中的信仰生命困苦中的信仰生命））））    

信仰分享大使差遣大會信仰分享大使差遣大會信仰分享大使差遣大會信仰分享大使差遣大會    
日  期：二０一九年十一月廿四日（主日） 

時  間：下午三時 

地  點：本會香港堂（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 

講  員：李鼎新牧師（本會前任會長） 

內  容：短詩、「信仰分享」生命見證、培靈信息、頒章差遣、聯誼 

對  象：誠邀所有「信仰分享大使」出席，亦歡迎對「信仰分享運動」有興趣及

期望更積極參與主耶穌「大使命」的弟兄姊妹參加。 

查  詢：歡迎致電 2528 0186／3725 4509 聯絡姜紫霞女士 

改期至 11 月 24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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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表演

精彩表演精彩表演

精彩表演 

  

 

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 

籌款嘉年華 
 

日期：2019 年 10 月 20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2:30 至 5:30 

地點：北角衞理小學及丹拿山循道學校 

   （北角百福道 2A 及 4 號） 

籌款嘉年華內容豐富，節目老少咸宜，深信與會者將度過一個愉快之下午，茲

將內容臚列如下—— 

躲避盤比賽（比賽時間：下午 12:30 至約 5:30） 

迄今有 19 隊報名參賽，其中兩隊為香港牧區之校隊，角逐冠、亞及季軍及 

傑出隊員獎項，並可角逐最高籌款額獎項（頭三名獲新廈之【水滴刻名紀念】），優勝 

隊伍將與教牧同工隊伍比賽，敬希會友積極奉獻支持牧者所屬堂會及牧區學校之隊伍參賽。 

天才表演（下午 3:00 至 4:00）丹拿山循道學校禮堂 

邀得香港聯區教牧同工、中小幼學校校長及學生演出，歡迎欣賞及贊助，演出 

項目如下—— 

1. 衞理同心獻妙韻——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阮校長、司徒園長及教師隊 

2. 循道衞理港島中小幼校長獻唱——循道衞理港島中小幼校長合唱小組 

3. 街舞展豐姿——香港聯區教牧同工及衞理中學學生隊 

4. 國際禮拜堂四男美聲歌頌組——MIC IL DIVO 

5. 耆幻魔法滿百福——北角堂長青牧區 

當日亦設特色美味優質午餐（用餐時間：下午 12:30 至 3:00）、 

多款特色小食、趣味好玩遊戲、義賣攤位（時間：下午 2:00 至 5:00） 

早鳥優惠 

10 月 6 日前購買$20$20$20$20現金現金現金現金代用券 5 張，即送$20$20$20$20現金現金現金現金贈券 1 張，多買多送。

鼓勵會友購買特色美味午餐餐券及現金代用券自用或送贈給出賽隊員或攤位

義工使用；贊助躲避盤隊伍出賽並捐贈遊戲攤位小禮物，更希廣邀親友赴會。

如有查詢，請致電與項目統籌幹事何玉群女士（電話：3725 4523）聯絡。 

【註：如活動當天中午十二時天文台懸掛或預告懸掛八號颱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活動會順延下一個主日同時同地舉行。】 

 

 

 

美食及遊戲

美食及遊戲美食及遊戲

美食及遊戲 

  

 

八號

八號八號

八號 

  

 

截止報名

截止報名截止報名

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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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議會消息 

 

 

 

 

 

 

 

 

 

 

講 道 筆 記                               講員：王澤堂牧師 

 

講題：既撕裂，又合一的…… 

經文：耶利米哀歌   1：1-6  路加福音    17：5-10  提摩太後書   1：1-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黃廣明義務教士安息禮拜 

本會觀塘堂會友黃廣明義務教士於二０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禮拜四）安息主懷，在世生活五十七載。 

現謹訂於二０一九年十月廿六日（禮拜六）上午十時三十

分在本會九龍堂聖堂舉行安息禮拜（火葬禮安排容後公佈），

願主安慰其親屬。 

【註：由於地方所限，主家敬辭花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