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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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十三周 
✞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堂聯合網上崇拜 

講題 愛道傳道、愛家護家 

經文 使徒行傳 16:16-34 
金句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 

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 

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 

明。    (希伯來書 4章 12節) 

 

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祂面前不 

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 

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希伯來書 4 章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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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新生會三堂聯合網上崇拜 

(直播) 

主 席 劉深鉎 

司 琴 何笑琴 

祈 禱 何國添 

  路 15:1-3，11-32 何國添 

講 道 林重生 

奉獻謝禱 劉深鉎 

詩 歌 生命聖詩 9擁戴我主為王 

生命聖詩 331有平安在我心 

領 唱 劉深鉎 

祝 福 何國添 
 

 

下 周 
新生會三堂聯合網上崇拜      

       (直播) 

主 席 蔡志雄 

司 琴 何笑琴 

祈 禱 劉邦華 

    路 20:9-20 劉邦華 

講 道 陳妙玲 

奉獻謝禱 蔡志雄 

詩 歌  

領 唱 蔡志雄 

祝 福 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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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讀經建議：哥林多後書 11:1-13:14， 

撒母耳記下 1:1-27。 

2.2022年 2月 22日周二傍晚，政府公佈繼續將宗 

  教場所納入(業務及處所規例) 第 599F章受限場 

  地列表内，並必須維持關閉至 4月 20日(周三)。 

  又依據政府(疫苗通行證規例)第 599L章， 

  從 2022年 2月 24日周四開始，任何人仕必須已 

  經接種第一劑疫苗及配合使用「安心出行」掃描 

  二維碼方可進入宗教場所。本會現時已經暫停 

  三堂實體主日崇拜，另外各個團契及小組也暫停 

  實體聚會或改以網上聚會直至另行通告。 

3.由於疫情嚴峻，為減低感染風險，經教牧同工會 

  商議，決定由 2022年 3月 6日至 4月 20日期間， 

  改為三堂聯合網上崇拜，時間為每主日上午 10時 

  30分，使用 Facebook作網上直播及重溫，請會眾 

  按時進入網上一同敬拜。如有查詢可與各堂同工 

  聯絡。敬請為疫症止息禱告！ 

4.各兄姊欲將三月份之奉獻，列入今年度之報稅項目 

  內，請於 3月 31日上午之前交來教會處理，若此 

  日期後，則撥入下年度計算，多謝合作，不便之處， 

  敬請見諒。 

5.司徒鏗弟兄（司徒嘉寶牧師之父親）已於 2022年 

  3月 13日(主日)安息主懷，並定於 4月 2日(星期六)

下午 1 時 30 分，於紅磡寰宇殯儀館 5 樓 515 堂舉行

安息禮拜，隨後前往柴灣哥連臣角火葬場，有專車接

載親友由紅磡到柴灣哥連臣角，禮成後載送到筲箕灣 

  港鐵站，以及沙田火車站，然後解散。願主安慰其 

  家屬。 

6.文鄺貞勤姊妹已於 2022年 3月 24日(四)安息主懷， 

  願主安慰文太家屬。 

7.查經祈禱會 3月 29日(周二)晚上 7時以 Zoom視像 

  形式舉行，主題:「亞伯蘭、撒萊與夏甲的家庭關 

  係(上)」，經文：創世記 16：1－16，由何國添牧師   

     帶領查經，歡迎各堂弟兄姊妹上網參加。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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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恒生銀行戶口：293-6-179247。 

         

新生會堂:主日崇拜(上午 10 時 30 分) 
   1.本主日及下主日直播:余光耀幹事 

   2.原定本主日(3月 27日)舉行堂務會議， 

     將會延期舉行，日期待定。 

   3.請為身體軟弱者代禱，芳名如下： 

     傅賽華姊妹  鄺秉權弟兄  鄺麗琼姊妹    

陳美美姊妹  湯美儀姊妹  何關麗琼姊妹  

朱齊秧姊妹  林旭弟兄 

      

  新田圍堂:(10時 30分直播總堂崇拜) 
   1.本堂逢周二、三、五，上午 9 時至 9 時   

10 分進行守望祈禱會。為各方面需要祈

禱，歡迎兄姊異地同心代求。 
 

   何文田堂:主日崇拜(10時 30分直播總堂崇拜) 
1.在嚴峻疫情期間，有關本堂主日崇拜及

聚會之安排，請參看以上之家務報告。 

2.請為本堂年長會友代禱守望，求主保守

各人身體保持健康，有美好靈性面對疫

情。會友如有需要，可致電教會 2760 

7111/9040 4795，聯絡劉傳道。 

 

 

 

     向家人傳福音錦囊                  蔡志雄傳道 

         本會今年的主題是「愛家護家、愛道傳道」， 

     向家人傳福音是我們的使命。向家人傳福音不可急 

     進，要藉著愛心、忍耐、禱告，等候聖靈的感動。 

     除了向家人作見證，亦需要作準備，向家人傳福音 

     有以下三個錦囊。 

     (一)常作準備 

         我們應時常預備自己，培養美好的靈性，常常 

     渴慕神的話語。傳福音的談話內容不是閒談，而是 

     把基督的救恩向家人介紹。 

         我們要認識神的話語，掌握傳福音的技巧。運 

     用傳福音的工具如：福音單張、屬靈四定律及福音 

     橋等等。 

         如果兄弟姊妹都信了主，大家就要同心合意為 

     父母信主禱告，作為「當孝敬父母」的基督徒，你 

     有否將從神而得的救恩，與你的父母分享。 

     (二)常常禱告 

         當我們想向家人傳福音時，請不要忘記禱告。 

     若不是聖靈感動，沒有人會認耶穌為主。首先求聖 

     靈感動家人信主，這需要耐性和恆久禱告。我為母 

     親禱告了很多年，她才願意接受主耶穌，作為她個 

     人的救主。 

         其次是為自己禱告，求主除去自己向家人傳福 

     音的障礙。大家可以在教會周二晚的查經祈禱會中 

     ，提出為家人信主祈禱。 

     (三)傾談見證 

         我們要與家人常傾談，聆聽他們的需要，對家 

     人表達關心，從而建立佈道的橋樑。我們要將假期 

     分配好，留點時間陪伴家人。 

         我們行事為人要效法基督，活出美好的見證。 

     弟兄姊妹切記要在家人中有良好的見證。我們應該 

     把握機會，邀請家人參加教會舉辦的聖誕聚餐、户 

     外活動、幸福小組、福音主日、佈道會等聚會。 

         盼望我們能善用以上三個傳福音的錦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