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獻堂六十一週年暨自理堂五十一週年 

感恩崇拜程序 

日期：二零一七年七月二日(上午 10:30)  地點：大埔三育中學禮堂 

主席：王倫瑞長老             講員：楊慶球牧師 

主禮：陳紅蓮牧師             司琴：王蕙芝執事 

襄禮：黃卓風宣教師、張惠蓮牧師、甄德強牧師、譚溢泉牧師、 

      李偉權長老、許穎斌長老、郭禮豪長老、馬傑智長老 

 

一. 著 往  ................................. 琴音引進 ....................................  眾 立 

二. 

 

宣 召  ................................ 詩篇 118:24 ..................................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主 席 

三. 詩歌敬拜  .... 歡欣、是祢永生的道路、恩典太美麗、作主門徒 .........  敬 拜 隊 

四. 祈 禱  ..........................................................................................  黃宣教師 

五. 讀  經  .............................. 約珥書 2:28-32 .................................  張 牧師 

   ............................ 提摩太前書 2:1-7 ...............................  甄 牧 師 

六. 歌   頌  ..................................... 榮耀頌 .........................................  詩  班 

七. 十 誡  ........................................................................................  主 禮 

八. 認 信  .................................... 阿們頌 .......................................  立 誦 

九. 唱 詩  ............... 禮賢一家 福音廣傳(頌主 416) ...................  會 眾 

十. 讀  經  ............................. 羅馬書 10:11-18 ................................  譚牧 師 

十一. 講 道  ...... 走出歷史，迎向普世宣教(羅馬書 10:11-18) ......  楊 牧 師 

十二. 祈 禱  ........................ 主禱文、榮耀頌 .....................................  楊 牧 師 

十三. 奉 獻  ..................................堂慶奉獻 .......................................  
李 長 老 
許 長 老 
郭 長 老 

十四. 唱 詩  ........................... 禮賢心(頌主 415) ................................  立 唱 

十五. 報 告  ........................................................................................  馬 長 老 

十六. 讚美詩  .................................... 三一頌 .........................................  主 禮 

十七. 祝 福  .................................... 阿們頌 .........................................  主 禮 

十八. 散 會  ........................................................................................  會 眾 

                                                                                 

崇拜前請關掉手提電話  / 行動不便者在唱詩或祈禱時不必站立 



敬拜詩歌                                                                                        

【歡欣】 

歡欣，心裡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 

讚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x2）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 

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x2） 

讚美！ 

【是祢永生的道路】 

是救主，是祢永生的道路，我心清楚知道！ 

每當於深谷失落時，導引我往正義路。 

是救主，是祢永生的道路，我心清楚知道！ 

在曠野奔走孤獨時，為我，祢照耀路途。 

神！我知道是祢始終不變活著，教我再不嗟歎，  

就讓我在每天早晚，在祢恩典之中往返！ 

神！我知道是祢始終牽我前行，教我再不驚怕， 

在號角吹奏的一剎，為祢歡呼得勝頌讚！ 

【恩典太美麗】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恩典太美麗，無甚麼可取替， 

唯求將心全然給主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神，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這天降服於主腳前，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 

獻我一生傳揚福音，來證實主愛何寶貴； 

請觀看稻田，主的莊稼在面前，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忠於使命，不惜一切來回應，能事奉你是最尊貴！ 



【作主門徒】 

1. 遙遙創世之先，藉道揀選了你共我，重回召命，聖潔的家， 

只想分擔更多；前賢聖哲，順服祢意，當天差遣， 

萊茵的擁抱，這份愛，值得一一細數。 

2. 蒙神厚愛，見證恩典，足跡遍這大埔，尋求服侍，歲歲冀盼， 

可祝福這國土；昂然踏步，赴及世界，福音得宣告， 

得著門徒，這會眾，是信望愛歌譜！ 

副：3. 回應主恩，立志甘心獻上，迎面向衝擊、挑戰，作主門徒！ 

用這生，肩負神使命，靠基督得勝，願我一眾榮耀祢！ 

副：4. 同來復興，讓我更新蛻變，無懼怕逼迫、艱難，作主門徒！ 

用這生，肩負神使命，靠基督得勝，願我一眾榮耀祢！ 

間段：（世世代代，月月年年，分分秒秒，夢未曾圓； 

    聖潔合用，忠心器皿，青中老少，異象承傳！）X 2 

 

【歡欣】曲詞版權屬迎欣有限公司所有，獲准使用。 

【恩典太美麗】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獲准轉載。 

 

讀經                                                 

《約珥書 2:28-32》 

28.「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肉之軀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老人要做異夢， 

你們的少年要見異象。 

29.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婢女。 

30.「我要在天上地下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 

31. 太陽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
的日子未到以前。 

32. 那時，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
的，在錫安山，在耶路撒冷將有逃脫的人。凡耶和華所召
的，都在餘民之列。」 



《提摩太前書 2:1-7》 

1. 所以，我勸你，首先要為人人祈求、禱告、代求、感謝； 

2.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使我們能夠敬虔端正地過

平穩寧靜的生活。 

3. 這是好的，在我們的救主上帝面前可蒙悅納。 

4. 他願意人人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 

5. 因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間也只有一位中保，是成

為人的基督耶穌。 

6. 他獻上自己作人人的贖價；在適當的時候這事已經證實了。 

7.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作使徒，在信仰和真理上作外邦人的教

師。我說的是真話，不是說謊。 

 

 

詩班歌頌                                                

韋華弟《榮耀頌》選段  趙小玲、陳尚哲編輯 

 榮耀歸至高真神 (合唱) 

榮耀神，榮耀神，歸於至高真神。 

 我們要讚美祢 (女高音二重唱) 

我們要讚美祢，我們要敬拜祢， 

我們要尊崇祢，將榮耀歸於祢； 

我讚美祢，願祢祝福我們， 

我們要敬拜祢，我們要榮耀祢， 

我們尊崇祢，榮耀歸於祢。 

 我們要向祢獻感謝 (合唱) 

我們要向祢獻感謝。 

 因祢偉大榮耀 (合唱) 

因祢偉大榮耀。 



唱詩                                                  

【禮賢一家 福音廣傳】 

1 活水冰清，靈芬氣浩，恩臨恍似江河倒， 

禮賢一家樂融融，群羊靜臥平原草。 

客路迢迢，行裝早早，當年囑付心頭抱。 

福音廣傳至邊隅，高擎十架青童老。 

2 宇宙無邊創功宏布，斯民何幸蒙天顧！ 

禮賢一家蒙主恩，導行天路魔空妒。 

撒但雖囂，信心彌固，誓忘背後惟前赴！ 

福音廣傳遍八荒，聖靈引領恩加步。 

 
 

讀經及講道經文                                                  

《羅馬書 10:11-18》 

11. 經上說：「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 

12. 猶太人和希臘人並沒有分別，因為人人都有同一位主，他
也厚待求告他的每一個人。 

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14.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
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15.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
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16. 但不是每一個人都聽從福音，因為以賽亞說：「主啊，我
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17.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18. 但我要問，人沒有聽見嗎？當然聽見了。 

「他們的聲音傳遍全地； 

他們的言語傳到地極。」 

 



唱詩                                                  

【禮賢心】 

1. 創始成終父愛深，燈台堅立耀古今， 

晴陰朗晦恩無間，纖纖芥籽葉成蔭。 

2. 萊茵河邊禮賢根，禮賢差會播道殷， 

難關戰禍安然過，福杯共享證神恩。 

3. 願為福音獻此生，新葡喜見歲月增， 

齊心努力速傳道，一生為主作明燈。 

副：月換年，夏換秋，月月年年父庇祐， 

    禮賢心，禮賢情，禮賢心志傳主名。 

 

 

 

 

 

 

 

 

 

 
大埔堂： 

上週聚會總人數：851 

‧崇拜/聖餐人數五堂合共：740/540 

少崇：32/14、晚堂：112/97、早堂：130/122、中堂：233/187、午堂：233/120 

‧兒童主日學崇拜：111 

培育課程：12 週六/晚祈禱會：14/8 

大埔金福堂： 

‧上週聚會總人數：153   成人崇拜：104、福音園地︰49 

‧主日學人數︰11 (成人 9 /青少 2) 

 
 



大埔堂聚會及探訪一覽表 
  崇拜：週六晚堂18:00、主日早堂8:30、中堂10:00、午堂11:30、少青崇拜主日10:00# 

  聖餐：第四主日（晚、早、中、午堂）、第二主日（少青崇拜） 
  主日學：成人(信徒培育課程)：主日 9:00、10:00、11:30；兒童︰主日 10:00、11:30 

  家庭探訪：週四下午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安富道中心 

部 團契/小組 恒常聚會時間 負責人 下次聚會日期 

祈禱會 
晚禱會 週三 20:15 – 神蹟在教會 黃日貞 5/7 
早禱會 週六 10:00 – 神蹟在教會 蘇淑卿 8/7 

差傳 差傳祈禱會 
單月第二週二 20:00 
及雙月第二週六 10:00 

鄭詠琴 
4/7 

12/8 
兒童 基督少年軍─初/中級組   週六 17:00 關秉傑 8/7 

青少 

安得烈團─ 小六至中二# 主日 11:30 黃日貞 9/7 
但以理團  ─ 中二至中四# 主日 11:30  黃日貞 9/7 
提摩太團─高中至大專＃ 主日 11:30  黃日貞 9/7 
大  衛  團 ─ 大專 週六 16:00  鄧道明 8/7 
路  加  團 ─ 大專 主日 14:00 鄧道明 9/7 
約 書 亞團─大專或初職 週六 16:00  鄧道明 8/7 
約拿單團─ 初職＊ 週六 20:15  黃卓風 8/7 
撒母耳團─ 職青 週六 20:00 黃卓風 8/7 

青壯 

雅  各  團─職青  週六 20:00  關秉傑 8/7 
彼  得  團─職青 週六 19:45  甄德強 8/7 
伊  甸  團─成年 第三週六 16:30 蘇淑卿 8/7 
保  羅  團─中年 第一週六 19:00  曾偉雄 8/7 
加百列組─姊妹 雙主日 14:00  杜紹君 9/7 
利百加組─姊妹  週五 10:00 張惠蓮 7/7 
底波拉組─在職婦女 雙週六 18:00 杜紹君 8/7 
媽 媽 團 契─孩童的媽媽  週三 9:30 杜紹君 5/7 
哈拿組–姊妹 第四週四 19:45 杜紹君 27/7 
以  諾  組─職青 第四週六 蘇淑卿 22/7 
男士成長組(1) 第二週四、第四週二 20:00 甄德強 13/7 
男士成長組(2) 第四週二 20:00 甄德強 25/7 
雅歌夫婦小組 第二主日12:45及第四週六16:00 張惠蓮 9/7 
夫 婦 組(1) 第三週六 19:30 甄德強 15/7 
夫 婦 組(2) 第一、三週六 18:30 甄德強 2/7 
活水組─病患肢體或家人 第一主日 11:30 杜紹君 9/7 
喜樂媽咪組 週二 13:00 杜紹君 4/7 
烹飪事奉組─有心烹飪服侍 週二 9:00 張惠蓮 5/9 
讚美操組─所有人士 週一至四9:00 ,五8:45,主日12:00 張惠蓮 --- 
查經達人組 不定期 蘇淑卿 待定 

常青 

路  得  團─長者/退休 雙週二 14:00  陳紅蓮 11/7 
金色年華組─長者/退休 週五 9:45 陳紅蓮 7/7 
福音粵曲組─福音粵曲服侍 週五 13:30 陳紅蓮 7/7 
弟  兄  組─長者/退休 第四週日 14:30 曾偉雄 23/7 
長者成長班─長者/退休 週三 10:30 曾偉雄 5/7 



報告事項  

1. 歡迎參加本堂崇拜的新朋友。 

2. 凡已報名參加今晚在明星皇宮舉行的堂慶感恩聚餐兄姊，請準時晚

上 6:00 出席。 

3. 召開堂董會：7 月份堂董會定於 2/7(本主日)下午 2:30 在教會一樓副 

堂舉行，請各長執及同工屆時出席。 

4. 港九培靈研經會：感謝主，今年我們繼續成為大埔其中一個轉播

站，願上帝繼續使用教會服侍大埔社區。現招募兄姊協助擔任招

待，日期︰ 1-10/8，時間︰ (一 )上午 8:30-11:05、 (二 )上午

10:45-12:35、(三)晚上 6:30-9:30，鼓勵兄姊出席聚會之餘，同時選擇

協助一段或多段時間事奉。詳情請與甄德強牧師或幹事聯絡。 

5. 差傳部：「認識及如何接觸穆民」講座於 9/7 下午 2:00-2:50 在一樓

副堂舉行，由宣教機構同工主講，歡迎有興趣之兄姊參與。本聚會

亦為 K 國短宣隊隊員訓練之一，請各隊員出席及商討隊務至下午

4:00。 

6. 青少部︰ 

a. DSE 放榜祈禱會於 11/7(週二) 晚上 8:00 將在三樓會議室舉行，歡

迎兄姊參加，為考生禱告守望。 

b. 「輕輕鬆鬆 DIY」將於 26-28/7 舉行，分別有手工 DIY(毛冷毛毛球

掛飾或匙扣、蝶古巴特工藝木盒或時鐘、水晶膠乾花飾品)及甜品

DIY 興趣班(雙重朱古力布朗尼、蘋果金寶、迷你抹茶豆腐芝士凍

餅)，鼓勵年青信徒帶同朋友一起參與。請向鄭景安福音幹事報名

及查詢，截止報名日期：16/7。詳情如下： 

i. 「手工 DIY」日期：26-28/7 (週三至五)上午 10:00 -中午 12:00，

地點：教會三樓盼望室， 費用(包括材料及製成品)：每人$80，

二人同報$100(必須攜同一位新朋友)。 

ii. 「甜品 DIY」日期：26-28/7 (週三至五)下午 2:00-4:00 ，地點：

教會三樓天井，費用(包括材料及製成品)：每人$100，二人同

報$150 (必須攜同一位新朋友)。 



c. 「笑住講性」性教育遊戲教材訓練將於 29/7(週六)上午 11:00-12:30

於一樓舉行，適合青少年導師、老師、社工參加；講員：Karrie 

Wong(本堂宣教士)，每位參加者同時獲得一盒教材，自由奉獻。

報名請聯絡幹事。 

7. 兒童部︰ 

a. 兒童主日學將於 16/7(主日)舉辦「兒童主日學暑期合家歡 2017」

活動，讓家長親身參與兒童主日學，了解自己子女的教會生活情

況，增加家長與教會之間的聯繫。活動內容包括唱詩敬拜、主日

學介紹、學生表演及信息分享等。中堂主日學時段為上午 10:00

至 11:15，午堂主日學時段為上午 11:30 至下午 12:45，地點在本

堂 2 樓。查詢可聯絡鄭詠琴宣教師或關秉傑宣教師。 

b. 基督少年軍 238 分隊將於本年 9 月中開始新增「幼級組」，現招

收隊員，對象為小一至小三學童，集隊時間逢週六下午

5:00-6:15，截止報名日期為 18/7。同時，招募輔助導師 2 名，職

責︰協助導師帶領活動及管理紀律，資格︰已受洗、有愛心、願

意於每週六下午5:00-7:00陪伴兒童成長。查詢請聯絡關秉傑宣教

師。 

c. 暑期功輔班將於 1-18/8(逢週一至週五‧下午 2:30-4:00 或下午

4:00-5:30)在本堂三樓上課，名額 7 名(額滿即止)，費用為$750，

歡迎升小二至小六學生參加，如有查詢，請與鄭詠琴宣教師聯

絡。 

8. 同工消息： 

a. 張惠蓮牧師由 1/7 起轉為半職。 

b. 左敏兒傳道於 1/7 到職，主要牧養兒童及家長群體，願主賜福加

力。 

9. 行政部：堂慶翌日 3/7 教會辦公室暫停。 

 

 

 



 

2-8/7/2017 感恩與代禱 

星期日 
2/7 

感謝天父保守教會 61 周年之發展，求主繼續賜福教會

茁壯成長，成為社區之祝福，引領更多人歸信主，讓

主的名得榮耀。 

星期一 
3/7 

為香港新特首和其領導班子祈禱。求主幫助他們，賜

他們有智慧和勇氣，帶領香港走出內部矛盾的困局，

使香港在民生、民主和自由都有好的發展和改善。 

星期二 
4/7 

為我們與天父的關係禱告，求主與我們同在，賜我們

有愛慕上帝話語的心靈，人生中常常被上帝的話語光

照與激勵，按上帝的心意生活。 

星期三 
5/7 

為患病及在患難中的肢體禱告，求主醫治和安慰他

們，堅固他們的信心，施恩給他們的家人，每天有力

量與他們同行。 

星期四 
6/7 

為教會暑期舉行之各項聚會安排禱告，求主使用導師

們之擺上，使每位參加者能投入參與，生命經歷突破

與成長，與主的關係更進深。 

星期五 
7/7 

求主挽回一些離開教會一段時間的年青人，並親自以

祂的愛吸引他們回到主的懷抱中。 

星期六 
8/7 

為胡瘋家燕宣教士家庭(工場:創啟地區)7 至 8 月份回港

述職安排禱告。求聖靈幫助及帶領他們在不同教會分

享穆斯林事工及異象，讓兄姊認識及關心穆民需要。 

 



本主日崇拜司事人員 

場務統籌 孫志成長老 

插花 潘月紅姊妹 

影音控制員 黃冠成弟兄 

禮堂招待 鄭詠琴宣教師(統籌) 

唐曉冲弟兄、李玉芳姊妹、黃旭弟兄、羅楚兒姊妹、

方奕輝弟兄、黃維君弟兄、劉若姬姊妹 

黃卓風宣教師、陳紅蓮牧師、甄德強牧師、 

張惠蓮牧師、黃日貞宣教師、曾偉雄宣教師、 

鄧道明傳道、杜紹君傳道、左敏兒傳道、 

譚溢泉牧師、黃秀儀傳道、鍾郭倩娜傳道 

接待處招待 蔡美儀姊妹、黃鈺珊姊妹、方四妹姊妹、麥麗梅姊妹 

雜務及搬運 鄭景安幹事、梁兆祺弟兄、張朗聰弟兄、張朗斌弟兄 

攝影 陳家明執事、李英志弟兄 

收奉獻 張栢軒執事、溫麗珍執事、梁凱朝執事、 

謝學章執事、曾偉雄宣教師、朱麗薇執事、 

許惠儀執事、游裕昌執事、龔美怡執事、 

莫惠鳳執事、鄧道明傳道、鄭詠琴宣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