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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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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訓練幹事︰黃念郇



序      樂 Prelude...........................Carol of the Bells (arr. Michael Tyree).................................弦  樂  組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122首  虔誠敬拜（第1節）..............................詩      班

  凡有血氣皆當靜默，敬畏謙恭同肅立，莫想絲毫世俗事物，

  因主基督正臨格，親手施天福賜神恩，接受我們恭敬拜。阿們。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125首 當世界還未曾創造..........................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馮慧敏傳道   黃榮基傳道   李嘉焯傳道   張志堂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六、清) O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 (Wilbur Held)...............余家瑋姊妹

                          (早、午) The 2nd Verset (Nocturne), from "Away in a Manger" (Mark Blatchly) ... 嚴仙霞姊妹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信眾齊迎主降臨.............................. 會眾立唱

  主基督降臨  (曲：Patrick Appleford ©1962 Josef Weinberger Limited；中文譯詞：方兆雄，2020）

 (第一次詩班，第二次會眾加入) 

 主基督初次降臨──誕生在伯利恆。萬籟靜悄，太初真道蒞臨人類塵世；

 馬利亞深知道，牢記心中反覆思念：神子竟捨天家寶座，在她懷中安憩。 (間奏轉調)

 耶穌，至高的聖名 （世頌129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耶穌，至高的聖名，美麗的救主，榮耀之君。以馬內利，神與我同在，

 賜福救贖主，永生之道。（升調，重唱一次）（間奏轉調）

信眾齊到主前（歌曲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中文歌詞版權屬浩聲

                        讚祂詠團所有。)

 1. 信眾齊到主前，高唱凱歌歡欣，信眾齊來邁向美哉伯利恆。

     心意盡獻奉，聖嬰降生為王，（副歌） 

 2. 看！榮美天庭，天使和唱高聲，啊！聽屬神萬眾天軍歡呼讚美，

     璀璨萬世代，至高永生父神！（副歌）  

 3. 看！純潔嬰孩，卑降世間新生，世界萬民頌讚救主衷心敬拜！

     真理耀遠近， 尺軀載真來臨。（副歌）（間奏轉調）

 (副歌) 信眾伏拜稱讚揚，謙恭同詠天恩深，感恩歡呼讚頌主基督降世！ 

 主基督降臨

 主基督將要再來──乘著雲彩降臨，祂的話語勝似寶劍，能刺入與剖開、

 分辨靈魂心意，迎接得救贖的眾民。願主基督祢快來臨！全地和應：「阿們！」

 （詩班）願主基督祢快來臨！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路1:46-55...........陳永強弟兄   黃伊群弟兄   張廷偉弟兄   陳偉權弟兄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梁榮森弟兄   趙汝豪弟兄   權百歲弟兄   周婉玲姊妹

主日獻金   Tithes and Offering(紅袋).............................................................................................會      眾

                                     In the Bleak Midwinter《嚴冬懷主歌》(arr. Michael Tyree)  弦樂組
差傳獻金   Mission Fund(黃袋) .................................(讚美詩) Doxology ...................................會眾立唱
獻      詩   Anthem ..........................................Oh, Come, Holy Savior........................................ 詩     班
                                                                                       曲、詞：Dana Mengel ©1998 by Logia；譯者不詳
                1. Oh come, holy Savior, God’s own Son, with all your mighty pow’rs;
    And spark a flame of love divine in this cold world of ours. (Chorus)
                2. We long, O Lord, when you bring peace and heavenly love unveil;
    When darkness, sin and warfare cease and justice will prevail. (Chorus)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領詩：方兆雄牧師   梁名遠弟兄    何鏡煒執事 袁瑋聰弟兄
指揮：方兆雄牧師   姚鳴德執事    方兆雄牧師 方兆雄牧師
風琴：余家瑋姊妹   余家瑋姊妹    嚴仙霞姊妹 嚴仙霞姊妹
伴奏：廖穎珊姊妹   趙彥文弟兄    廖穎珊姊妹 吳凱瑜姊妹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月詩簡介



                3. We wait, O Lord, the day you come to free our captive race;
    And heal and mend our broken lives with your redeeming grace.
                4. O come, Morning Star, O Radiant Sun, and rise in splendid ray.
    And spark your flame of light divine that we may find our way. (Chorus)
 Chorus: How we long, O Lord, for the promised day when we see you face to face.
             How we long, O Lord, when you come to save your lost and fallen race.

 1. 請來，聖潔救主，真神獨生子，以祢大能燃點愛火在這冰冷世界。(副歌)

 2. 我們渴望主將平安及大愛展現，使黑暗罪惡戰爭停止，公義長存。(副歌)

 3. 我們等候那日，主來釋放被困者，以祢救贖恩典醫治修補破碎心靈。

 4. 請來，明亮晨星，旭日太陽，散發燦爛光芒；願祢聖光照亮引導我前路。(副歌)

 (副歌) 主啊，我們需待何時，才到那應許日，與祢面對面，當祢再來，救贖祢失落子民。

祈禱時間   Pastoral Prayer .............................................................................................................會      眾

講      道   Sermon ....................講題：必一同看見神的榮耀！(賽40:1-11, 27-31).......................陳沛偉傳道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121首 約旦河濱的宣佈 (第 1,3,5 節)....................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馮慧敏傳道   黃榮基傳道   李嘉焯傳道   張志堂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117首 以馬內利.......................................會眾立唱

祝      福   Benediction.................................................方兆雄牧師   吳彩虹牧師   馬穎儀牧師   郭健民牧師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世頌563首 願主賜福保護你 (首兩行).....................會眾立唱

     願主賜福保護你，願主賜福保護你，願祂的臉光照你，願主賜福保護你。

殿      樂   Postlude.................... (六、清) Jesu, Joy of Man's Desiring (J. S. Bach)...................... 眾      坐

                                              (早、午) Fanfare on "Antioch" (Gerre Hancock) 

                                                         ** 會眾靜坐　默禱散會 **

 當值同工 投影員 即時傳譯 國　語   英　語     手  語
周六晚堂  李美儀 劉漢華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陳詠恩 黃日東                 
主日早堂  羅明遠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陳小玲 黃日東                                   

1. 預備心，以心靈和誠實敬拜主。
2. 赴崇拜聚會，應有合宜之裝束。
3. 不遲到，準時入座，崇拜完畢始行離去。

崇拜守則

4. 崇拜時，請把響鬧裝置關掉或調校至震動模式。
5. 勿把隨身物件放座位上，以騰空位置予他人。
6. 崇拜期間請勿拍照或攝錄及上載轉傳。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The star leads to the birthplace of the Messiah             
Presider: Mr. Kenneth Leung
Hymn leader: Mr. Rocky Cheung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金書亞牧師    講題：一粒麥子(約12:20-28) 
主席：洪佩茜傳道    領詩：梁崇安弟兄         司琴：盧潔茵姊妹

11:45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胡美華傳道    講題：抉擇 (撒下7:1-11, 16)                      主席：方憬仁傳道    
          司琴：張曦雲姊妹    讀經：萬愛碧姊妹   奉獻祈禱：柳惠芳姊妹    司事：但以理成長班

10:00 

獻詩簡介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主

日

上

午

 8:15   清早成長班
 8:30   清早堂崇拜、兒童崇拜
 9:30   Sunday Youth Time+Fun
           (中一至中四)
 9:45   各級成長班
10:00   早堂崇拜
          English Worship
10:30   English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1:30   English Youth  Sunday School
11:45   午堂崇拜、兒童崇拜
          普通話崇拜
          各級成長班
          English Adult Bible Study

周

二

上午  10:00   姊妹手鈴練習
下午   2:00   加略山成長班

周

三

上午   9:00   早上查經祈禱會
上午   9:0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上午   9:4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上午  10:15   基利心山成長班
上午  10:30   非比女傳道會  
下午   7:30   查經祈禱會
下午   7:3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下午   7:30   禱告讚美會(每月最後一周)
下午   8:15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下午   8:30   為這城守望祈禱小組(每月第一周)

周

五

下午   7:30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Formation in Christ-Likeness

主

日

下

午

 1:30   手鈴組練習

 2:00   普通話青年、成年團契 

 2:15   午堂詩班練習

 2:30   印尼姐姐活動

 6:00   晚堂崇拜

周

六

上午 10:30   印尼姐姐活動
下午  2:00   少年詩班，清早堂，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2:30   兒童詩班練習(初級、幼稚、啟蒙、幼兒)                
下午  2:30   基督少年軍 (40分隊)
下午  3:30   各級成長班
下午  3:30   Sunday Youth Time+Fun (中一至中四)
下午  3:45   周六、早堂詩班練習
下午  4:30   少年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6:00   晚堂崇拜、木管樂組練習、 
                 兒童崇拜、手鈴組練習
下午  7:30   弦樂組(每月1,3周)、少年弦樂組(每月2,4周)練習
                 路得成長班(每月1,2,3周)
下午  7:45   各級成長班 

其

他

每月第一周周一

下午 7:00  呂底亞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00  多加女傳道會 

每月第二、四周周五

下午 2:00  哈拿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五

下午 2:00  以斯帖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二、三周周四

上午 10:00  馬利亞女傳道會

每月主餐後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30  男士事工

每月第三、五周主日 
下午 2:30  晴心組(癌關團契)
   

上

周

聚

會

統

計

    

周六晚堂              464

主日清早堂           377          

主日早堂              657        

主日午堂              575      

主日晚堂                30            

普通話崇拜             63

兒童崇拜              136

English Worship       62 

    每 日 讀 經 圖書館：第四季「樂享閱讀」書籍推介

 
 (日)  路加福音       四1-13

 (一)  路加福音       四14-21

 (二)  詩篇             一百一十1-7

 (三)  詩篇             八1-9

 (四)  馬太福音       一1-17  

 (五)  馬太福音       一18-25

 (六)  馬太福音       二1-12

曹啟明傳道書籍推介《陝西羚蹤—司務道教士自傳之一》

本書記載挪威宣教士司務道(1911-1992)，使用神給她護士的訓

練，從年青往陝西到香港走過近半世紀戰火和艱澀的事奉。誠然

是委身回應召命的生命，雖在蒙召時曾以「總有人比我更適合」

作為託辭，但卻終以順服的心擺上一生，並在香港留下佳美的腳

踪，不單建立恩光護幼院和堅樂中學，更在當時將軍澳這片荒園

上建立靈實醫院，延續醫療與傳道的精神。期望當再一次想到或

看到靈實醫院的時候，如同雲彩的見證都鼓勵著城浸家每位弟兄

姊妹繼續思考和更深回應召命。

周六成長班 

主日成長班

訓練事工 

女傳道會 

普通話青年團契

普通話成年團契

晴心組(癌關團契)

基督少年軍(97)

基督少年軍(40)

男士事工

English S.S. & S.G.

※1038

※1258

90

72

25

11

-

108

37

12

48線上崇拜瀏覽
總人數2076(截至14/12)

兒童線上崇拜瀏覽
人數48(截至14/12)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實體崇拜總人數 2364



九龍城浸信會十二月份會友月會議程

日期︰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廿九日(禮拜三)年終大會後                     地    點︰大禮堂
主席︰譚永昌執事                     書記︰何以樂姊妹                   領    禱︰主   席

　甲、報告事項
一、 馮淑冰傳道來函請辭，事奉至2022年2月19日後離職。

二、 葉小賢傳道來函請辭，事奉至2022年2月28日後離職。

三、 盧雪心傳道來函請辭，事奉至2022年2月28日後離職。

四、 2022-2023年執事會常務委員選舉結果如下︰

  黎達強、鄧錦輝、譚永昌、馮國雄、陳國偉、趙麗文、李少強、何鏡煒、張啟文、 

  王寧添、柳思偉、鄭相柏、姚鳴德、高希正、王秀慧

乙、討論事項
一、以下六位弟兄姊妹因健康理由已於下述日期接受本教會牧師施行水禮，應否通過給予 

  其會籍案。

  建議︰通過接納如下──  

接受水禮者 日期 負責牧師

1. 林錫晙弟兄 11月20日 林少琼牧師

2. 程惠蓮姊妹 11月29日 郭健民牧師

3. 梁楊慕橋姊妹 12月9日 馬穎儀牧師

4. 許忠輝弟兄 12月13日 曾智聰牧師

5. 古文山弟兄 12月14日 曾智聰牧師

6. 陳梅珍姊妹 12月14日 曾智聰牧師

二、梁慕蓮姊妹原屬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申請加入本教會為會友，由會友何鏡明執事、 

  劉玉清姊妹保薦，業經吳彩虹牧師查明信仰相符，應否通過接納案。

  建議︰通過接納。

三、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來函囑推派會員堂代表四名，應如何推派案。 

  建議︰推派黎達強執事、温恩智執事、陳耀光執事及林均堂執事擔任。

四、差會建議繼續資助創啟地區一位同工2022年的生活津貼，全年合共港幣102,000 

  元，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五、差會建議繼續資助創啟地區一位策略伙伴2022年的津貼，全年合共港幣120,000元

  (包括訓練津貼及建設費用)，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六、差會建議資助創啟地區六位同工2022年的生活津貼，全年合共港幣195,200元，應 

  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七、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來函邀請本教會繼續協助推動「兒童發展基金第九期」

  〈師友計劃〉(2022-2024)，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

八、 香港神學生聯禱會來函擬於2022年2月18日(禮拜五)上午9時30分至中午12時30分 

  借用本教會大禮堂舉行神學生日，並要求減免借堂費用，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照借，豁免一切費用。

九、 播道神學院來函擬於2022年6月6日(禮拜一)晚上7時30分至9時30分借本教會大禮 

  堂舉行畢業典禮，同日下午借堂綵排，借用大禮堂投影及轉播系統，同步安排網 

  上直播，加借三個泊車位，並請音樂部安排風琴師，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費用按章辦理。

十、 香港浸信會聯會來函囑推派2022年年會代表七十五名、三年任理事五名；提名各 

  部候選人、年會票務員乙名及浸聯會常務委員，應如何推派案。

  建議︰通過如下──

   1) 2022年年會代表名單

   方兆雄  吳彩虹  馬穎儀  郭健民  李潔珍  林少琼  陳沛偉  陳   淳  陳詠恩  曾智聰   

   勞家怡  馮慧敏  鍾志賢 王秀慧  王寧添  方瑞文  司徒慶然  何建宗  何鏡明

   何鏡煒  余詠卿  李少強  李家暉  高希正  林均堂  姚鳴德  柳思偉  范榮基  張啟文   

   陳子豐  陳國偉  陳耀光  温恩智  馮國雄  黃文威  葉小燕  葉瑞賢  趙麗文  鄧汝田   

   鄧錦輝  黎達強  鄺敏端  羅耀嫦  譚永昌  關金銘  龐志偉  嚴賀蘭  饒炳剛  方慧雯

   白智信  何燕萍  林英偉  林逸驊  邱潔瑩  張家寶  梁力恒  梁名遠  梁明財  麥蘊嫻 

   莫廣南  黃志言  黃家偉  葉妙琼  葉焯雄  葉賜添  葉耀昌  潘慶輝  蔡曼棠  鄭啟和  

   黎耀民  蕭國強  錢景濤  關兆奇  饒麗嫺  權百歲

  2) 三年任理事五名︰梁明財、何建宗、陳國偉、陳耀光、張啟文

  3) 各部候選人提名如下──

   差傳部︰黃志言  神學部：梁明財

   聖樂部︰方兆雄、梁名遠 中小學及持續教育部︰王寧添

   幼兒教育部︰潘慶輝、黎耀民 浸會園委員會︰司徒慶然 

   醫務部︰梁明財 社會服務部：葉耀昌

  4) 票務員︰張啟文

  5) 浸聯會常務委員(司庫)︰葉耀昌

十一 、2022年至2023年度執事會轄下人事委員會、地方及設施統籌委員會及訓練及課 

  本組應如何組織案。

  建議：組織如下──

 1. 人事委員會︰黎達強、馮國雄、鄧錦輝、譚永昌、趙麗文、李少強、何鏡煒、 

  方瑞文、王秀慧、曹偉彤

  2. 地方及設施統籌委員會：王寧添(主席)、張啟文、*梁順江、事務部、資訊部及 

   四個年齡部部長或代表。

  3. 訓練及課本組：姚鳴德(組長)、黎達強、何建宗、高希正、王秀慧、陳少蘭、

   張國維、何貝賢、蕭立僑、劉漢華、聞琪琪、楊思恩、何富生

  (註︰*為會務組委派的同工。)



耆壯部

耆英組

1.  加略山成長班

  *陳婥芬、*鍾志賢、羅耀嫦、葉觀蓮、 

    林秋容、黎寶珠、梁仲威

2.  基利心山成長班

  *馮潔儀、黃煒玉

3.  他泊山成長班

  *曹啟明、黃金雄、譚少菁、張慶運

4.  何烈山成長班

  *陳婥芬、陳宇寧、蕭容笑

 

  

壯年組

1.  約書亞成長班

  *勞家怡、*潘佩施、章寶瑤、楊申才、 

   鄭啟和、 黃小華

2.  亞倫成長班

  *鍾志賢、黎   灼、何勝棣、胡麗儀、 

   陳美玲

3.  但以理成長班

  *張志堂、曹祖泉、羅榮方、何鏡明、 

   林寶華、鄭錦芬、劉玉清、張艷貞

4.  以諾成長班

  *張志堂、何勝棣

5.  瑪拉基成長班

  *陳小玲、源美蘭、鄧燕嫦、余碧雲、

   陳美恩、關蕙菁、江荷賢、黃煒玉、

   李秋華

6.  挪亞成長班

  *陳小玲、羅耀嫦、姚淑琼、權百歲、 

   戴燕華

7.   彌迦成長班

  *陳婥芬、溫恩智、鄺敏端、嚴賀蘭、 

   袁大衛、何勝棣、趙志恆、姚鉅雄

 

 

5.  西乃山成長班

  *張志堂、崔敏珠、鍾慕貞、張文富、 

   老咪霞、陳瑞儀

6.  迦密山成長班

  *張志堂、李秋華、黃詠賢、高德全、 

   曾廣鴻、王玲玉

7.  各各他山成長班

  *馮潔儀、馮劍勵、黎   灼、徐   明、

   謝子馨、麥潔冰、李曼玲、陳少蘭

8.  黑門山成長班

  *勞家怡、陳美顏、姚麗麟、何淑萍、 

   陳玉鳳、袁志龍

8.  迦勒成長班

  *鍾志賢、黃瑞鈺、權百歲、蔡曼棠、 

   劉翠珍、楊申才

9.  以賽亞成長班

  *勞家怡、*麥子穎、余佩玲、何國魂

10. 摩西成長班

   *陳小玲、饒炳剛、陳肖娟

11. 以法大成長班

  *潘佩施、譚毓璋、陳兆琪、徐　明、 

   陳梅珍

12. 那鴻成長班

  *馮潔儀、譚永雄、趙恩澤、何貝賢

13. 所羅巴伯成長班

  *曹啟明、李少強、林寶興、馮潤娣、 

   黃伊群、曹淑芳

14. 以利亞成長班

  *曹啟明、范榮基、葉瑞賢、黃文謙、 

   林惟敬、譚少菁、葉穎麟

十二、本教會耆壯部、成年部、青少部、兒幼部及英語事工提2022年度導師名單，應否 

  通過接納案。

      建議：通過接納2022年度導師名單如下──



成年部

1.  約珥成長班

  *朱在慈、*盧雪心、楊慶峯、鄺青峰、 

   連永基、 蔡敏宜、吳華欽、奚娥金

2.  約西亞成長班

  *陳沛偉、*洪佩茜、陳宇恩、陳永華、 

   梁婉馨、 黃美思、簡念慈、陳震銳、 

   姚潔芬、 許巾好

3.  以西結成長班

  *謝仲軒、*劉銳鋒、余金蘭、賴福笑、 

   戚偉立、 錢景濤、邱   琳、劉麗卿、 

   陳梅珍

4. 哈該成長班

  *馬穎儀、馮國雄、張國維、歐建雄、 

   朱淑玲、黃詠櫻

5.  以利沙成長班

  *羅明遠、陳子豐、吳瑰媛、陳佩清、

   丘佳華

6.  哥尼流成長班

  *饒偉利、陳大俊、李培生、李燕玲、 

   凌桂芳

7.  撒母耳成長班

  *李美儀、*羅明遠、李少強、余詠卿、 

   林寶興、 劉玉芬、李卓維、羅寶儀

8.  希西家成長班

  *陳   淳、黃贊科、麥偉民、黃永豪、 

   李佩如、黃家偉、張穎詩、許偉良

9.  柏齊雅成長班

  *陳   淳、黎寶珠、羅俊文、陳志源、	

		 	張燕媚

10. 阿摩司成長班

  *黃榮基、葉觀蓮、鄭啟和、梁鈞良、 

   蔡敏宜、李妙好

11. 撒迦利亞成長班

  *謝仲軒、趙麗文、池美貞、馬先芬、 

   史文正

12. 路得成長班

  *饒偉利、余金蘭、馮普育、胡麗華、 

   陳梅珍

13. 基甸成長班

  *陳   淳、何建宗、梁力恒、謝雪娟、 

   黃雪玲、劉維堅、郭笑芳

14. 大衛成長班

  *謝仲軒、*陳詠恩、姚鳴德、何進紅、 

   羅榮方、 樓慧妮

15. 耶利米成長班

  *郭健民、余金蘭、葉小燕、黃文威、 

   陳慕真、趙恩澤、劉文輝、張振輝、 

   吳國培、葉長寶

16. 哈巴谷成長班

  *饒偉利、柳思偉、林月雲、林美倩、 

   梁燕芳、陳碧霞、梁麗芳、曾慧行

17. 尼希米成長班

  *吳彩虹、龐志偉、黃迅恩、趙麗文、 

   鄭坤英、老咪霞、周貴昌

18. 亞希雅成長班

  *方憬仁、司徒慶然、易婉雯、

   吳傳坤、彭小玲、劉淑嫻、梁啟昌、 

   黃寶玲

19. 約拿成長班

  *饒偉利、高希正

20. 以斯拉成長班

  *李美儀、鄧錦輝、徐君韻、方慧雯、 

   胡路雲、黃嘉馨

21. 拿單成長班

  *李美儀、何鏡煒、蕭碧蕊、劉永彪、 

   黎寶珠

22. 所羅門成長班

  *曾智聰、饒麗嫺、葉國華、潘錦琼、 

   莫廣南、梁志華

23. 米該雅成長班

  *陳沛偉、馮國雄、張啟文、丘世武、 

   洪寶蓮、徐順蓮、黃振榮

24. 雅比斯成長班

  *朱在慈、王佩雯、鄭家文、連永基  

25. 約沙法成長班

  *陳沛偉、何貝賢、謝智莉、許偉良、

   李嘉慧



青少部

1. 腓利門成長班

  *馮慧敏、*黃   韵、張榮光

2. 腓力成長班

  *明頌恩、*葉嘉慧、王韻妍、吳國通、 

   余靄明

3. 路司得成長班

  *魏文俊、*姚禧嘉、梁瑋文、周翠雯

4. 希伯崙成長班

  *鍾家威、*黃榮基、王寧添、陳慧芬、 

   麥嘉雯、 黃   駿、聞琪琪、勞千乘、

   梁展浩

5. 伯特利成長班

  *曾智聰、*馮慧敏、黃詠賢、容詠賢、 

   任致芹、 王凌峰、麥蘊嫻、洪琼霞

6. 以馬忤斯成長班

  *李嘉焯、鄭換好

7. 提摩太/司提反成長班

  *鍾家威、高葆華、池美貞、

   張榮光、陳燕波、莊   誼

兒幼部

1. 週六晚高小兒崇

  *李潔珍、楊惠然、*林少琼

2. 週六晚初小兒崇

  *李潔珍、李紫琪、楊   柳、許頌儀

3. 週六晚幼兒崇拜

  *柯秀鳳、張偉香、溫燕凌

4. 主日清早高小兒崇

  *李潔珍、歐陽振權、趙碧蓮、韓美玲

5. 主日清早初小兒崇

  *李潔珍、梁小美、湯美恩

6. 主日清早幼兒崇拜

  *盧雪心、*陳詠恩、范煥珍、李寶華

7. 主日午高小兒崇

  *吳家祺、司徒慶然、陳紫明、

   胡路雲、易婉雯、梁力恆、葉慧娟

8. 主日午初小兒崇

  *吳家祺、*陳詠恩、柯寶麗、

   詹碧雯、 羅淑鈿、胡美珠

 9. 主日午高班幼崇

  *盧雪心、*柯秀鳳、曹毅珍、

   黃健富、汪慧心、張嘉麗、黃秀珍、 

   羅慧儀

8. 彼得成長班

  *明頌恩、*葉嘉慧、*黃   韵、

   杜文康、 高樂謙、  黃凱琪

9. 腓立比成長班

  *魏文俊、陳國偉、關蕙菁、吳晃榮、 

   梁少權

10. 加利利成長班

  *馮慧敏、鄧汝田、陳家偉

11. 安提阿成長班

  *李嘉焯、方瑞文、王秀慧、莫啟良、

       鄭百翔、方潔鈴

12. 基督少年軍 (97) (中級組)

  隊牧︰*曾智聰     隊長︰鄧錦添

  鄭明慧、廖家麟、馮泳霖、李庚蔚、 

  劉蕙鈞、黃凱琪

13. 基督少年軍 (40) (中級組)

  隊牧︰*曾智聰     隊長︰周敏如

  陳玉蓮、李擇曦、鄧棨哲

 

10. 主日午低班幼崇

  *許斯斯、何婉筠、張乃真、林慧芳、  

   潘明慧

11. 主日午學前幼崇

  *陳可藍、奚美寶、倪美英、周素貞、 

   施德慧、鄺淑霞

12. 馬太成長班

  *吳家祺、唐麗琪、鄺淑霞、蔡詠琪、  

   成安慈

13. 馬可成長班

  *李潔珍、陳潔貞、韋桂沂、黃綺恒、 

   岑倩雲、莫澤寧

14. 便雅憫成長班

  *盧雪心、*柯秀鳳、麥蘊嫻、黃嘉馨、 

   張偉香、 鄭玉英、 梁   頴

15. 亞設成長班

  *陳可藍、廖翠文、郭惠蘭、郭惠娟

16. 仁愛成長班

  *吳家祺、鄭百翔、馬寶娟、蕭志偉、 

   施德慧、蕭儀娟、鄭   敏、劉少鳳



17. 喜樂成長班

  *吳家祺、蕭婥鋌、梁志華、梁尚儀、 

   伍潔瑩、張曉彤

18. 和平成長班

  *李潔珍、鄧劍卿、林秀文、范潔芝、 

   梁永順、林美詩、陳愛玲

19. 約瑟A成長班

  *盧雪心、*柯秀鳳、朱嘉賢、

   張韻嫣、 方紫雲、冼婉芬

20. 約瑟B成長班

  *盧雪心、*柯秀鳳、朱嘉信、

   潘美玉、 鄧惠蓮、倪   穎、*洪佩茜  

 21. 約瑟C成長班

  *許斯斯、姚雪珍、李芷恩、劉荻茵

22. 利未成長班

  *陳可藍、黃曼怡、梁永恩、彭小青、 

   岑潤芝、于美娟、陳燕波、張莉洵

23. 週六晚兒護

  *陳可藍、黎婉媚、許惠霞、鍾運開、 

   李秀芳、何玉妹

24. 主日清早兒護

  *陳可藍、湯碧珍、陳慧瑩、吳細貞、 

    李玉儀、丘愛蓮

25. 主日早兒護A

   *陳可藍、*陳詠恩、麥潔冰、

    李寶英、 朱琴清、李細鳳、

    周婉玲、 王桂萍、梁豔玲、

    蕭瑞琼、 吳細貞、沈銘潔

26. 主日早兒護B

  *陳可藍、*陳詠恩、林楚英、

   姚詠思、 朱琴清

英語事工

*徐子恩、鄒盈道、廖彩鳳、蔡珏婷、

 崔珮怡、鄭德儀

27. 主日午兒護A

  *陳可藍、*陳詠恩、張敏兒、鄺敏端、 

   黃   妹、 鄭肖芳、麥淑芳、冼苑媚、  

   劉彩英、 張兆華、蕭瑞琼、畢愛樂

28. 主日午兒護B

  *陳可藍、*陳詠恩、馮劍勵、

        黃淑卿、 何婉芬、黎惠芬、

   張   琼、 楊   桃、蕭麗貞、

        吳細貞

29.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幼級組)

  隊牧：*曾智聰     

  副隊牧：*盧雪心、*陳詠恩

  隊長：鄧錦添

  周子俊、陳秉量、鄭換好、李家穎、 

  蔡敏宜

30.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初級組)

  隊牧：*曾智聰     副隊牧：*李潔珍

  隊長：鄧錦添

  張愛麗、徐阜初、陳志豪、蘇彥強、 

  陳文恩、余穎芯

31.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家長組)

  隊牧：*曾智聰     

  副隊牧：*盧雪心、*陳詠恩

  隊長：鄧錦添

  *陳可藍、蔡敏宜

32. 基督少年軍40分隊 (初級組)

  隊牧：*曾智聰     副隊牧：*吳家祺

  隊長：周敏如 

  許斯斯、周美儀、周詠詩

(註︰姓名下加一線者為主任導師、*為會務組委派的傳道同工、粗黑體者為新加入之導 

   師)



十三、人事委員會提續聘鍾詠恩姊妹為本教會多媒體技術員，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十四、人事委員會提聘請温杏芝姊妹為本教會助理幹事，應否通過案。

  建議︰通過，任期由2022年1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十五、下月月會主席應推何人擔任案。



訃聞
◆	何忠弟兄已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2 0 2 1 年 1 2 月 1 9 日

禱告園地
禱告園地是本教會在逢周三查經祈

禱會所列出的各項代禱需要，讓我

們以禱告記念教會聖工及眾聖徒需

要。請掃描QR	code獲取有關資訊。

查經祈禱會(22/12周三)
早上9時，晚上7時半(大禮堂)	

負責同工：李嘉焯傳道

查考經文：詩8:1-9

上周出席	(早)	45人			(晚)	71人

線上瀏覽人數1324	(截至14/12)

差會代禱事項
為東亞教會早日全面恢復實體聚會禱告
東亞教會常因新冠疫情反覆而須間歇中止實體

聚會，以致信徒的敬拜生活受影響，一些牧養

計劃也未能如期舉行。請為信徒靈命在疫情下

仍得造就禱告；也祈願疫情早日過去。

會聞
◆謹定於12月23及24日(禮拜四及五)晚上八時

在教會大禮堂舉行聖誕音樂崇拜，12月24日

設網上轉播。12月23日設手語即時傳譯；兩

天均設英語、普通話即時傳譯。

◆12月25日(禮拜六)的聖誕崇拜將與周六晚堂

崇拜合併於晚上六時在教會大禮堂進行，同

步在教會臉書直播，12月26日(主日)各堂崇

拜照常進行，信息與聖誕崇拜相同；聖誕浸

禮謹定於12月25日(周六晚堂)、12月26日

(主日午堂及晚堂)以及12月27日(早上10時

30分)進行；嬰孩奉獻禮則於12月25日(周六

晚堂)及12月26日(主日午堂)進行；聖誕感恩

聚餐延至明年舉行。。

◆12月29日(禮拜三)的禱告讚美會(上午及晚上)

將合併於上午九時正在教會大禮堂進行，同

步在教會臉書直播，敬希垂注！

◆2021年年終感恩崇拜及年終大會謹定於12月

29日(禮拜三)晚上七時半在本教會大禮堂舉

行。敬請會友攜帶會友證依時出席，參加崇

拜、議事及選舉部員。年終大會後，隨即舉

行十二月會友月會，請會友留步同商會務，

共建神家。	

十二月聚會一覽
23-24/12			

晚上七時半			聖誕兒童佈道會

晚上八時						聖誕音樂崇拜

25/12							

晚上六時						周六晚堂崇拜	(聖誕信息)

																		浸禮、嬰孩奉獻禮

26/12						

清、早堂					主日崇拜	(聖誕信息)

午堂											主日崇拜	(聖誕信息)

																	浸禮、嬰孩奉獻禮

晚上六時					主日晚堂崇拜、浸禮

27/12

上午十時半			聖誕浸禮崇拜

29/12

晚上七時半		年終大會─崇拜、議事、選舉

晚上八時半		月會

「樂享聖筵—與耶穌深度行」
(基督是主，與己與人結連)
2022年「樂享聖筵」記錄咭已隨附於本週崇拜

程序表內，另備有電子版pdf檔可供會眾下載使

用。參與者須填妥記錄咭，按季完成要求，可

自行在記錄咭上加蓋由本會提供之特定印章以

作記錄。憑蓋滿四季印章的記錄咭，

即可換領禮品乙份，以資鼓勵及留念。

聘請
網絡事工統籌幹事
專責協助策劃、推動和統籌教會的資訊網絡及

社交媒體的發展和應用，以促進福音和牧養事

工。大學畢業，具良好的語文和電腦操作能

力，善於溝通，具團隊合作精神，解困能力

強，有系統性思維。具相關工作歷練、有管理

和領導經驗者為佳。

有意者請具函履歷表、近照及要求待遇，寄九龍

亞皆老街206號九龍城浸信會收(信封面請註明申

請職位)，合則約見。收集的個人資料只作招聘

用途。應徵者如沒收到面見通知，作不合適論。

2022年月曆派發安排
本教會2022年月曆印刷版本於2021年12月18

日起派發。會友如需要，請在各堂崇拜後到汽

車出入口保安室及幼稚園通道口索取，每個家

庭一本，數量有限，派完即止。(由於繼續實行

紙張減印，數量只有1500本，歡迎提供寶貴意

見，以作下年度印製數量參考)



傳道部福音活動組
「輕談生命導賞行」第二期導賞員訓練
課堂日期：2022年1月4日(禮拜二)

時間：晚上8:00-9:30	(六樓禮堂)

內容：導賞員的基本技巧，講解主題路線及不

同植物介紹，透過適切的分享和問題，

營造佈道契機，帶領參與者思考人生。

行山實習：1月8、15、22日(禮拜六上午9:30)

對象：成長班職員或想以行山作友誼佈道的弟

兄姊妹

截止：2021年12月22日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葉長寶同工(電話:27674326) 網上報名

傳道部個人佈道
招募「啟德、樂富、龍翔」探訪義工及街佈員
以三位義工一組，恆常於每月第一個主日，下午

到啟德區探訪長者，以愛心關懷與長者建立關係

招募對象：已受浸基督徒，曾接受佈道訓練，

願意最少委身一年於長者探訪事工
報名表電郵cpyip@baptist.org.hk、或致電 

27674326聯絡葉長寶同工

啟德、樂富、龍翔長者鄰舍中心探訪
形式：上門探訪(弟兄姊妹請自行到中心集合)

日期：2022年1月2日	(主日)下午2:30

截止報名：12月19日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葉長寶同工(電話27674326) 網上報名

手鈴訓練班( Level 1 至 Level 2+)
日期：2022年1月6至27日(逢禮拜四，共4堂)

時間：晚上8:00-10:00

地點：707室

對象：15歲或以上(弟兄優先)

導師：黃敏嫻姊妹

費用：$400(另按金$100，出席3堂或以上退回)
請到會友服務處報名

受浸新葡
下列兄姊決志信主，業經牧師查問心事，認為

信仰相符，定於十二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分別

由方兆雄牧師、郭健民牧師、曾智聰牧師施

浸，茲公佈名單如：

本會男
	 蔡炎生	 陳道榮	 黃錦沛	 陳壽頤	 陳耀輝

	 高正文	 麥美南	 陳似悟	 陳非悟	 周幸貝

	 趙紹津	 何中維	 麥晉傑	 許宏恩	 吳浩賢

	 張梓灝	 鄧子洋	 蔡澤廷	 王歷天	 李樂人

	 張沛笙	 郭善衡	 廖朗信	

本會女
	 陳麗歡	 曹明儀	 李婉芬	 潘明珠	 陳倩儀

	 陳蓮妹	 陳瑞葉	 鮑仙平	 老潔貞	 鄧秀蘭

	 李國𡖖	 劉愛珠 黃雅美 溫鳳仙 林秀芬

	 姚		燕	 黃倩敏	 李淑霞	 劉雅文	 司徒玉琴

	 江純潔	 蔡家燕	 陳玉華	 黃根茹	 楊美德

	 吳旭青	 董靜紋	 關明慧	 鍾少蘭	 羅凱怡

	 伍穎琪	 余詩銘	 林青穎	 李婷欣	 吳穎霖

	 陳嘉晴	 王佳渝	 岑可咏	 屈曼祺	 蘇靜言

	 蘇靜柔	 張曉嵐	 蘇殷喬	 陳皚慧	 張睿妍

	 蔡恩亭	 鍾天僖

轉會受浸：(女)李麗芬		曾錦鳳		楊皎蓉

「全民學堂」1-3月最新課程
1. 撒母耳記導讀
本課程將穿梭於歷史和文學的世界，並簡潔地

勾勒出此書卷的脈絡和神學信息。歡迎任何靈

程的弟兄姊妹參加！

日期：1月6日至1月20日(逢禮拜四晚上，共3堂)

講師：方憬仁傳道

2. 性倫理
現今教會面對的是一場「性革命」，因此，當

教會要思考「性倫理」的時候，同時亦要處理

「性政治」的問題。這個課程就是嘗試從聖經

及神學的角度去思考「性革命」如何帶來倫理

和政治上的衝擊，並如何應對。

日期：2月10日至2月24日(逢禮拜四晚上，共3堂)

講師：趙崇明博士

查詢：訓練事工同工

								(電話:27674225/27674241)

報名：會友服務處或掃描QR	code 網上報名

音樂部事奉／訓練樂組人員招募
宗旨：藉著詩歌榮耀神，以音樂的美和力量傳揚

福音信息，帶領會眾以音樂為祭獻給神。

1. 弦樂組(16歲以上)、少年弦樂組(8-16歲)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樂手、低音大提琴樂手

2. 少年詩班(中二至大專)：詩班員
查詢及報名，請致電27135111或

電郵yolandawsliu@baptist.org.hk

與音樂部廖姊妹聯絡。					詳情請掃描QR	code

兒童詩班- 新班員招募及舊班員註冊
日期：2022年1月8,	15,	22,	29日(禮拜六)	

練習時間：逢禮拜六下午2:30-3:30

對象：3-12歲本會會友或友會子弟

啟蒙(K1-K3/3-5歲)	203室

幼稚(P.1-P.3/	6-8歲)303室

初級(P.4-F.1/9-12歲)302室



夜半靈歌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徒16:16-34】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1 年 1 2 月 1 2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曹偉彤牧師 記錄：李錦昌弟兄

引言
初期教會被聖靈充滿，五旬節時使徒說出別國的語言，然後被呼召離開樓房，到險惡的街

上講述神的作為，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他們滿有勇氣，沒有懼怕，因有神的聖靈同在，得

着見證的能力。那時候，教會蒙福急速成長，一切從樓房的祈禱開始，各人被聖靈充滿，然

後聖靈在使徒、執事身上彰顯大能。

保羅的馬其頓異象
徒16章記載聖靈引領保羅，給他異象。保羅、西拉到弗呂家、加拉太一帶講道，聖靈禁

止他們往繁榮的亞西亞，於是只好下到特羅亞。「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

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

去，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人聽。」(徒16:9-10)保羅先到腓立比(羅馬殖民地，不會

有太多猶太人)，並在安息日到河邊祈禱的地方，坐下向聚會的婦女講道。「有一個賣紫色

布疋的婦人，名叫呂底亞，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來敬拜神。她聽見了，主就開導她的心，

叫她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她和她一家既領了浸……」(徒16:14-15)

他們後來遇見一位被被占卜的靈附着的使女：「……有一個使女迎著面來，她被巫鬼所

附，用法術，叫她主人們大得財利。她跟隨保羅和我們，喊著說：『這些人是至高神的僕

人，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她一連多日這樣喊叫，保羅就心中厭煩，轉身對那鬼說：『我

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她身上出來！』那鬼當時就出來了。使女的主人們見得利的指望

沒有了，便揪住保羅和西拉，拉他們到市上去見首領；又帶到官長面前說：『這些人原是猶

太人，竟騷擾我們的城，傳我們羅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規矩。』」(徒16:16-21)官長們吩

咐人撕開保羅他們的衣裳，用棍子打，「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監裏，囑咐禁卒嚴緊看

守。禁卒領了這樣的命，就把他們下在內監裏，兩腳上了木狗。」(徒16:23-24)內監的衛生

環境十分差劣，臭氣沖天，他們在漆黑中看不見，身體也不能動彈，不能入睡，十分痛苦。

然而，「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而聽。」(徒16:25)保羅

和西拉面對逼迫，於是效法先賢唱歌祈禱，向神支取力量。他們大概在唱詩篇，因為它是在

絕望深處寫成的詩歌，能幫助人定睛永恒的光明──當人感到無能為力，詩篇便會替他們講

說話，透過真理使他們得醫治。弟兄姊妹，當你看到他們的反應時，你有何反思？你現在是

否正在黑暗、痛苦之中呢？你想報復，脫離困阨，還是自憐自傷，繼續沉溺呢？面對困境，

保羅和西拉道出了一帖良方──積極的唱詩讚美神。

靈歌使人得盼望和醫治
詩歌是神所賜生命的語言，能消除我們心中的困苦，使神的真理進入我們的心靈深處。面

對困苦，尋求盼望的最佳方式便是唱詩祈禱。美國浸信會的羅伯特牧師(Robert Lowry)寫了

一首詩歌：《我怎能停止歌唱》(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1868)，講述了人該如何面

對風暴：「生命之歌永不止息，超越世間的悲傷。聽見遠方美妙詩歌；正在為新生歡呼。當

我緊緊依靠盤石，在心深處得平靜。因天父上帝就是愛，我怎能停止歌唱？」我想，保羅和



西拉大概也是如此高歌！維爾牧師(Ben Weir)在黎巴嫩教授神學，一天在街上被回教激進分

子俘虜成為人質，在監獄被囚禁16個月之久。他被單獨囚禁，每天黃昏也會在漆黑的監牢裏

唱詩，他喜歡《千古保障》：「真神是人千古保障，是人將來希望，是人居所抵禦風暴，是

人永遠家鄉。」(第1節)這詩歌提醒我們在危難中，即使身體被困，心智也要堅定，定睛仰

望神。

另一方面，音樂也具有治療的力量。我的母親已步入人生的「午夜」，行動不再自如，就

像被困，我常和她一同念主禱文和唱潮語版《十架為我榮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

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音樂也有使人平靜的力量，是天父賜給教會造

就群體靈性的好禮物。城浸家艱難時會唱讚美詩，提醒我們對神要有堅定的信心，使我們有

力量振作起來。讚美詩以音符表達信仰、給我們確據，以致面對困難時會想起神與我們同在

的信心。保羅和西拉在「午夜」時讚美神、對抗絕望，使其他囚犯在黑暗中也看到真光明的

盼望。

「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

了。禁卒一醒，看見監門全開，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保羅大聲呼叫說：『不

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裏。』禁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地俯伏在保羅、西拉

面前；又領他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他們說：『當信主耶

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16:26-31)原來主已預備好一切，人要做的只是單單的信

靠祂！

救恩的新生活
「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當夜，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帶去，洗他

們的傷；他和屬乎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浸。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裏去，給他們擺上飯。他

和全家，因為信了神，都很喜樂。」(徒16:32-34)這便是羅15:13的祝福：「但願使人有盼

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從經

文可見，保羅和西拉正在建立教會，他們回應了在困阨中人們靈性上的需要。他們唱詩、禱

告、一同用飯……這些都是教會的形態，是關乎救恩的新生活。保羅、西拉為囚犯向神唱讚

美詩，又傳福音給他們，展示了福音和詩歌的力量，使人得醫治、自由和盼望。

1971年，英國作曲家布雷爾斯(Gavin Bryars)到倫敦貧窮地區拍攝並錄下了一位露宿者的

歌聲：「耶穌的血從來沒有讓我失望，從未讓我失望，耶穌的血從來沒有讓我失望，有一件

事我知道……他是如此愛我。」這歌聲支撐着這露宿者的生命，也有不可思議的靈性力量，

感動了在錄音室聽見的人。後來，布雷爾為他配上弦樂並放到網上，40多年來感動了許多人

的心靈。

結語
音樂是神的禮物、能夠使人得醫治、釋放，又帶來光明、打破障礙、撫慰悲傷，滋養快

樂！你們在「午夜」有否唱詩祈禱呢？會與鄰舍分享哪些詩歌呢？12月23-24日將會舉行聖

誕音樂崇拜，屆時詩班將會與會眾一同口唱心和唱靈歌。深願城浸是聖樂、聖詩滙聚而成的

教會，會友都喜歡祈禱，喜歡唱詩。深願城浸家是被聖靈充滿、唱頌靈歌並為身處「午夜」

的人唱靈歌的教會；在沒有自由的世界唱真正使人自由的靈歌，為困苦的人唱歌、為有需要

的人唱歌。即使「午夜」來臨，請你仍保持信心祈禱唱歌，在危難中彼此扶持，永不離棄那

至善的真神。如此，我們的見證便會吸引更多人認識耶穌，也讓我們自己更認識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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