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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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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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七月四日       第二十七周 
 

新生會堂 
講題 事奉的人生 

經文 可 1:1〜8 
金句 「照這話，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

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馬可福音 1章 4節) 

新田圍堂 
講題 建立門徒領袖 

經文 提後 2:1〜8 
金句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

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摩太後書 2章 2節) 

何文田堂 
講題 建立門徒領袖 

經文 提後 2:1〜4 
金句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

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摩太後書 2章 2節) 

主日崇拜秩序 

一. 會眾安靜默禱，預備心靈敬拜------------眾坐 

宣召及讀使徒信經----------------主席及詩班 

二. 以感謝讚美敬拜神 

詩歌----------------------------------眾立 

三. 以感恩禱告敬拜神 

禱告----------------------------------眾坐 

四. 以口唱心和敬拜神 

誦讀經文------------------------------眾坐 

獻詩----------------------------------眾坐 

五. 以關懷相交敬拜神 

    為孩童及少年祝福 

家事關顧------------------------------眾坐 

六. 以虛心領受敬拜神 

讀經----------------------------------主席 

證道----------------------------------眾坐 

聖餐----------------------------------眾坐 

七. 以感謝回應敬拜神 

詩歌----------------------------------眾立 

八. 以奉獻回應敬拜神 

謝禱----------------------------------眾坐 

九. 以感謝回應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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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齊聲讚美父子聖靈，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萬有之源萬福之本。 
十. 以領受祝福敬拜神 

主禱文/祝福/阿們頌/默禱----------------眾立 

十一.以實踐真道敬拜神 (彼此認識，互相代禱。) 
 

  使徒信經 

 

 

 

 

 

           ❀❀主日崇拜───司職表❀❀ 

今 週 新生會堂 新田圍堂 何文田堂 

主 席 羅榮溪 韋佩芳 蘇翠玉 

司 琴 梁嘉俊 何笑琴 麥蕙瑢 

祈 禱 陳寶珍 楊少英 劉深鉎 

  可 6:1-13 陳秀清 彭喜信 任錦卿 

講 道 蔡志雄 劉邦華 陳妙玲 

招 待 朱美意 曾漢明  李瑞清 溫蓮招 

謝 禱 羅榮溪 韋佩芳 蘇翠玉 

收 獻  黃思明 文肖琼 

     陳瑪莉 
曾漢明 何細金  官小玲 李蘭轉 

施 餐    

派 餐    

插 花    

少兒崇拜    

詩 歌 藍青 2榮耀歸於真神 

新 117我是主的羊 
 

長 65 一首讚美的詩歌 

長 9快樂人 

獻 詩 詩班 

(有祢同行) 
 

讚美小組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領 唱 羅榮溪 韋佩芳 蘇翠玉 

祝 福 何國添/林重生 何笑琴 (祝禱)陳妙玲 

 

下 週 新生會堂 新田圍堂 何文田堂 

主 席 羅榮江 湯承顥 黃淑儀 

司 琴 黃珮玲 何笑琴 周惠萍 

祈 禱 何樹華 劉邦華 劉潔華 

可 6:14-29 文肖琼 余笑琼 曾燕清 

講 道 李炳新牧師 蔡志雄 劉深鉎 

招 待 吳滿根 陳惠珍   鄭東紅 官小玲 

謝 禱 黃仲榮 湯承顥      黃淑儀 

收 獻  王麗榕 李雅仙 

     麥蕙瑢 
陳惠珍 陳鳳卿   溫蓮招 王魯茹 

施 餐  何笑琴  

派 餐   楊少英 鄭愛蓮  

插 花   周惠萍 

少兒崇拜    

詩 歌 恩典太美麗 

神坐著為王 
 

長 43 全能父上帝 

長 52 深知您的愛 

獻 詩 
詩班 

(求) 
 

教會詩班 

主 40(我要歌唱耶和

華的大慈愛) 

領 唱 羅榮江 劉邦華 黃淑儀 

祝 福 何國添/林重生 何笑琴 (祝禱)劉深鉎 

 香 港 基 督 教 新 生 會 堂 
NEW  LIFE  CHURCH  OF  CHRIST HONG KONG 

總辦事處：九龍大角咀洋松街 88 號科興中心 302A 室  TEL：2392 1517 FAX：2397 8042 

新生會堂：九龍大角咀惠安街 21-23號地下      TEL：3427 9275 

新田圍堂：新界沙田新田圍邨豐圍樓 114-117 室地下   TEL：2604 6524 FAX：2604 6136 

何文田堂：九龍何文田邨景文樓 11號地下       TEL：2760 7111 FAX：2760 7140 

網址：www.nlcchk.org  電郵：newlifechurch@nlcchk.org 

      榮譽會長：林重生  會牧：何國添 

      同    工：何笑琴 劉邦華 蔡志雄 劉深鉎 陳妙玲 余光耀 陳瑪莉 

http://www.nlcchk.org/
mailto:newlifechurch@nlcc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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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務  報  告   
1.本周個人讀經建議：約拿書 4:1-11、哈巴谷書 1:1-3:19、 

  提摩太前書 1:1-3:7 (請看本會月曆每日讀經建議)。 

2.特區政府於 6月 21日公佈有條件放寬宗教聚會(出席人數為教會 

  場所可容納人數的 50%)，本會由 6月 22日開始作出以下聚會安排: 

  (1)主日崇拜聚會 

  總堂、新田圍堂、何文田堂恢復有限度實體崇拜聚會，總堂與 

  新田圍堂仍然維持同步使用 Facebook(臉書)作網上直播及重溫。 

  專頁連結為www.facebook.com/hknewlifechurch。 

  ❀因現場聚會人數受法例限制，敬請會友先致電向教會同工預約及 

  了解人數情況。三堂所有參與聚會者，必須依照政府〈安心出行〉 

  措施，掃描或登記姓名、聯絡電話、日期及時間，敬請會友合作配合！   

  (2)三堂團契及小組聚會全面恢復。   

3.奉獻安排：弟兄姊妹可自行到銀行或櫃員機轉賬，並將轉賬之票 

  據交回及寄回本會，請於票據上註明奉獻者姓名及奉獻項目。 

  本會恆生銀行戶口：293-6-179247。 

4.本會傳道部主辦 65周年會慶培靈見證佈道會 

  日期:2021年 7月 11日(下主日) 

  時間:下午 3時正 

  地點:本會總堂禮堂 

  講員:李炳新牧師(新加坡大成基督教會榮譽牧師) 

  講題:逆轉的生命 

  經文:哥林多後書 4:8〜10 

  見證:梁金妹姊妹 

  今次培靈見證佈道會為實體聚會，亦同步使用本會 Facebook 

  臉書系統作網上直播。請弟兄姊妹領未信親友赴會或收看網上直播， 

  並為講員及親友信主祈禱。出席者請與蔡志雄傳道聯絡，以便安排 

  座位。 

5.賈傳昌弟兄已於 2021年 6月 21日舉行安息禮拜，願主安慰其家屬。 

6.本周二晚 7時舉行以 Zoom視像形式及實體查經祈禱會，主題: 

  「司提反行神蹟與被捕」，經文:使徒行傳 6：8-7:1。 

  由蔡志雄傳道負責，歡迎各堂弟兄姊妹參加。 

7.2021年 9月 26日(主日)下午 3時正，在本會總堂舉行第 137屆 

  聯合洗禮，請為各位慕道之弟兄姊妹參加學道班代禱。 

8.感謝主，吳昌龍弟兄伉儷蒙上帝賜福，於 2021年 6月 27日(主日) 

  誕下女兒，母女平安。 

 

新生會堂:主日崇拜(上午 10時 30分)  
1.本主日投影:黃仲榮弟兄/下主日:黃思明弟兄  

2.本主日及下主日直播:余光耀幹事、唐煒邦弟兄 

3.本主日及下主日接待員:李錦儀姊妹  

4.信心青年團本周六(7月 10 日)下午 6時 30分在禮堂 

  舉行查經聚會。由蔡志雄傳道負責，經文:撒母耳記上 

  7:13-8:9，主題:「以色列的君主制度」，歡迎青年 

       弟兄姊妹參加。 

     5.7月 4日(本主日)下午 2時 30分在總堂科興中心召開 

      本年度第三次堂務會議，請各成員依時出席，共商聖工。                           

    6.總堂的成人「幸福小組」定於 2021年 7 月 11日 

      (下主日)，下午 3時參加會慶培靈見證佈道會，請會眾 

      為慕道朋友及福音事工代禱。 

    7.書法靈修小組 新一期將在 7 月 7日至 9月底逢星期三 

      早上 9：45至 10：45 在禮堂舉辦。學習用毛筆抄寫經文、 

      操練心靈安静，醒覺神的同在。每位参加者每期需繳交$30  

      (用作紙、筆、墨、字帖等費用)。查詢或報名可與冼緯綸 

      姊妹聯絡。 

    8.本堂 7月 18 日恢復兒童至少年級的主日學及崇拜，8 月 

      4日恢復嬰兒崇拜，請有關導師及家長留意。 

     

     新田圍堂:主日崇拜(上午 10時) 
     1.本堂逢周二、三、五，上午 9 時至 9 時 10分，進行 

       守望祈禱會。為世界疫情、香港、本會會務、長者鄰舍 

       中心服務及弟兄姊妹需要祈禱，歡迎兄姊異地同心代求。 

     2.由於政府放寬限聚令，本堂保持主日早上 10時網上直 

       播，並同時舉行現場合堂崇拜。如欲參加，請先聯絡 

       劉邦華傳道，以便安排座位。 

     3.本主日投影及直播:曾謙雋弟兄 

     4.本主日崇拜後舉行公禱會，請留步同心禱告。 

     5.由 7 月 10日開始逢周六上午 9時 15分舉行「幸福小組」 

       福音聚會，歡迎轉介或帶同未信主的親友參加。如有轉介， 

       請先與劉邦華傳道聯絡，以便安排座位。 

     6.下主日為聖餐主日，請備身心同領主餐，紀念主救贖的 

        宏恩。 

      

   何文田堂:主日崇拜(上午 10時 30分) 
     1.本主日投影:劉潔華/下主日:李蘭轉 

       本主日當值:曾燕清/下主日:任錦卿 

     2.求主繼續看顧本堂年長會友，保持有健康身心靈； 

      另叫更多港人在疫情下尋求主，人人可接受主救恩。 

     3.本主日(4/7)下午 2時 30 分將會召開何文田堂堂務 

       會議，請各堂委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敬請代禱。 

     4.香港短宣中心常青團於 7月 21 日(三)下午 2時至 4時 

來本堂舉行福音活動，特為未認識信仰的老友記及 

新朋友參加，詳情請向劉傳道查詢及報名，以便安排 

座位，敬請代禱。 

      教牧分享     65 周年會慶快訊(7)    陳妙玲傳道 

 
世界疫情反覆，本港限聚令常有變動，以致我們遲遲

未能借到 65周年會慶的場地，就影響感恩崇拜的日期，

講員在哪一天來講道？何處聚餐？宗教場所可否聚會或

可以容納多少人聚會？人數多了少了，又影響預備禮物的

數量！特別聚會和活動要怎樣靈活配合？延期或取消？

每項都成為今屆籌委的挑戰！但我們卻見證著這些難

題，怎樣隨著教會的主引領去一一決定，並作適當的安

排。正如以下經文：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

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篇 127

篇 1節）  

 隨著本港疫情緩和，宗教場所可以容納聚會人數的一

半，有關會慶的特別聚會，也可以實體及直播同步進行

了！實在感恩！ 

 會慶培靈見證佈道會：7月 11日下午三時在總堂舉

行，及以臉書同步直播。講員李炳新牧師已從新加坡抵

港，正在酒店隔離檢疫中，求主趨促我們邀請親友出席或

網上收看。若到總堂聚會的話，請先與所屬的堂會牧者報

名，以便安排座位。 

會慶祈禱會：8月 15日下午三時在總堂舉行，及以臉

書同步直播，讓眾肢體一同為會慶感恩和祈求。詳情請留

意日後周刊的家務報告。 

    會慶感恩崇拜：9月 19日下午三時半在尖沙咀浸信會

舉行，講員是陸幸泉牧師，感謝主為會慶預備場地及講

員。特別祈求主帶領中心會員參加，又讓會員及會友在崇

拜中，認識和感受到真神的信實與慈愛，以及屬靈的福

氣，更吸引眾肢體及未信的朋友在日後更積極追尋真理。 

 會慶聚餐：由於現時餐飲場所每檯用餐人數有限，故

不會與會慶感恩崇拜同日舉行，至於延期至哪一天舉行或

取消聚餐，則有待會慶籌委會商討。請繼續為此禱告！ 

 

http://www.facebook.com/hknewlifechurch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6123&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6123&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