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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五十一週 
 

新生會堂 
講題 我曾愛你 

經文 瑪 1：1〜5 

金句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

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約翰壹書 3章 16節) 

新田圍堂 

講題 展望嶄新的一年 

經文 申 11：10〜12 

金句 「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 

  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 

  那地。       (申命記 11章 12節) 

何文田堂 

講題 積極煉淨、建立神家 

經文 申 7：16〜8：1 

金句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誡命，你們要謹守

遵行，好叫你們存活，人數增多，且進去

得耶和華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的那地。」 

                 (申命記 8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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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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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踐資訊敬拜 神彼此認識，互相代禱。 

使徒信經 

 

 

 

 

  主日崇拜秩序───司職表 

        主日崇拜───司職表 

  今 週     新生會堂 
          新田圍堂 

何文田堂 
 早堂          午堂 

主 席 鄭美芳 余笑琼 蔡學偉 潘惠甜 

司 琴 梁嘉俊 何笑琴 李永康 周惠萍 

祈 禱 蔡志雄  劉邦華 劉邦華 曾燕清 

路 1:26-38 冼緯綸  黎潔珍 謝淑華 蘇翠玉 

講 道 劉邦亮牧師            梁秀貞 何國添 

招 待   梁偉權 陳世華 彭喜信 梁美貞 官小玲 陳好 

收 獻   何勝洪 陳樹榮 

     唐煒基 

陳桂月 

陳惠珍 

杜漢深 

曾漢明 
 王魯茹 楊順娣 

謝 禱 鄭美芳 余笑琼 蔡學偉 任錦卿 

施 餐   何國添 

派 餐    蘇翠玉 張亞萍 

插 花 陳瑪莉    莫錦輝  

兒少崇拜 胡淑貞 吳美貞       徐春華 新 2 齊來崇拜歌 

長 49 奇妙十架歌 

主 29 聖誕念主恩 
詩 歌 陳少珍 任成坤 

何勝洪 
1.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2.我要將心門打開 

3.堅定相信 

余笑琼 

劉邦華 

莫錦輝 
獻 詩 

同工 
長者詩班 

長 64一群大能的子民 

領 唱  潘惠甜 

兒少/會眾 

祝福 
   劉邦亮牧師            何笑琴      何國添 

 

  下 週     新生會堂 
          新田圍堂 

何文田堂 
 早堂          午堂 

主 席 陳秀清 楊少英 湯承顥 黃淑儀 

司 琴 梁嘉俊 梁秀貞 李永康 周惠萍 

祈 禱 潘希文 黃月桂 陳偉光 周惠萍 

太 1:18-25  陳世華 彭喜信 莫錦輝 曾燕清 

講 道 何國添            劉邦華 潘惠甜 

招 待 潘少萍 譚冬平 陳惠珍 曾漢明 王魯茹 杜惠玲 

收 獻 關麗琼 麥蕙瑜 

梁靜恩 

黎潔珍 

余羅全 

陳夢如 

梁美貞 
鄭慧珍 官小玲 

謝 禱 陳秀清 楊少英 湯承顥 張亞萍 

施 餐    

派 餐     

插 花 陳瑪莉    楊慕慈 黃淑儀 

兒少崇拜 鄧麗英 吳美貞  謝淑華 
新 3普世歡騰歌 

新 1平安夜歌 
詩 歌 求引領我心 

耶和華是愛 
楊少英 

陳偉光 

湯承嗣 
獻 詩 青年詩班 

(馬槽歌) 
奇聲小組 

願意詩班 

(聖誕齊和唱) 

領 唱 陳秀清  黃淑儀 

兒少/會眾 

祝 福 
     何國添            何笑琴  (祝禱) 潘惠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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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新田圍邨豐圍樓 114-11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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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nlc.org  電郵：newlife.church@yahoo.com.hk 

      榮譽會長：林重生  會牧：何國添 

      同    工：何笑琴 梁秀貞 潘惠甜 劉邦華 蔡志雄 何綺薇 陳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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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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務  報  告  
  1.本周個人讀經建議：何 13：1至帖前 4：8。 

     (請看本會月曆每日讀經建議) 

  2. 2018年教會主題：『以愛傳福音、同心建神家』經訓：【約翰 

     福音 3章 16節】「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3.本會逢周二晚 7時 30分至 9時在總堂舉行查經祈禱會，本周主題： 

    「十二使徒的實習」，經文為馬太福音 10：1-15，負責人為蔡志雄 

     傳道，歡迎各堂兄姊赴會。 

  4.何國添牧師定於 2017年 12月 25-29日放大假，會牧大假期間， 

    會務請與何笑琴牧師聯絡，堂務請與林重生牧師或蔡志雄傳道聯絡。 

  5.『聖誕報佳音，萬民頌主恩』本會謹訂於 2017年 12月 24日 

     (下主日)晚上七時假座九龍深水埗欽州街 37K號西九龍中心 7樓 

    【龍庭華宴】舉辦聖誕聯歡聚餐。經籌備小組會議一致通過，聚餐 

     收費為每位港幣 200元正，大小同價。感謝會友踴躍參加，現只 

     剩餘少量餐券可供發售，欲購從速！大會現呼籲會友奉獻金錢支 

     持聚餐之津貼費用，及奉獻禮物或禮券以作抽獎之用，同頌主恩！ 

     (詳情請閱覽主日周刊第 6頁，及張貼於各堂佈告板的聖誕聚餐 

     海報。) 

  6.本會結他班現正招募學員，凡有興趣者，可向李奕文理事或陳少珍 

    理事報名。上課時間：逢周五晚上 8時 30分至 9時 30分，一個月 

    4堂，收費港幣 100元正。 

  7.2017年 12月 31日(主日)下午 3時正，在本會總堂舉行第 128屆聯 

    合洗禮，請為預備洗禮及過會禮之兄姊代禱。 

  8.本會 2018年月曆經已出版，請向各堂同工領取。 

  9.本會參加華人基督教聯會主辦之「油尖旺區聖誕聯合報佳音」，日期定於 

    2017年 12月 17 日(本主日)下午 1時 30 分至 5時 30分假座油麻地駿 

    發花園中央公園廣場(油麻地警局側)舉行，請詩班員、量血壓攤位、大會 

    義工、福音粵曲之事奉人員及個人佈道之義工，崇拜後 15分鐘集合，一同 

    午膳後出發。 

  10.周六青年崇拜由 2018年 1月開始，將合併參與主日崇拜。信心青 

     年團將於每月之第二、三、、四、五(如有)周六聚會，時間為： 

     晚上 6時至 7時愛筵，7時至 8時 30分團契，內容有：查經、 

     靈修分享、信仰課程，講道、詩歌敬拜等。歡迎各堂青年弟兄姊妹 

     參加。 

 11.本會定於 2018年 1月 14日(主日)下午 3時至 5時，於通州街公園 

    舉行足球同樂日，請有興趣參加之兒童及義工，預留時間出席。 

 12.信心青年團定於 12月 23日(本周六)舉行聖誕節活動：愛。傳遞， 

    於下午 4時在總堂集合，一同出發派聖誕單張及糖果給本區街坊， 

    並於晚上 6時青年崇拜後舉行愛筵分享，歡迎青年弟兄姊妹參加。 
      

   新生會堂：主日崇拜(上午 10時 30 分) 
    1.本主日及下主日嬰兒崇拜負責人：冼緯綸姊妹 

    2.本主日接待員：王麗榕姊妹/下主日：李錦儀姊妹  

    3.本主日投影：黃思明弟兄/下主日:黃仲榮弟兄 

    4.崇拜後小組本主日聚會為：還看今朝，由吳美貞執事負責，在辦事處舉行，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5.松柏團契定於 12月 21日(本周四)中午 12時舉行聖誕慶祝會及 10-12月 

      份生日會，安排豐富美食，每位收費$40元，歡迎各團友參加。 

    6.本主日承蒙劉邦亮牧師蒞臨證道，謹致謝忱。 

    7.下主日為聖誕福音主日，請領人赴會及代禱。  

   新田圍堂：主日崇拜（上午九時正/十一時正）    
    1.本堂逢周二、三、四、五，上午 9 時至 9時 10分，進行守望祈禱會。 

      為香港政局、本會會務及長者服務轉型祈禱，歡迎兄姊出席參予， 

      或異地同心代求。 

    2.本主日投影：劉邦華傳道/下主日投影:黃月桂姊妹、何笑琴牧師 

    3.本主日崇拜後舉行迎聖誕派單張，請預留時間參與同心事奉。 

    4.下主日為聖誕福音主日，歡迎帶同親友赴會，同領主恩並請代禱。 

    5.12月 22日(五)下午 2時 15分開心天地將會舉行「開心迎聖誕」 

      ，請各團友留意出席。    

   何文田堂：主日崇拜（上午 10時 30分) 

    1.今天特定為聖餐主日，凡已受洗之兄姊，歡迎同領主餐，以紀念主 

      救贖之宏恩。 

    2.12月 20日(本周三)下午 2時 30分舉行生命導向小組，主題:豐盛生命， 

       聚會後設聖誕茶點，歡迎邀請親友赴會，共沐主恩。 

    3.下主日(12月 24日)特定為聖誕福音主日，講員：潘惠甜傳道， 

      所有赴會者皆可獲派禮物一份，歡迎邀請親友赴會，為準確計算 

      人數及禮物，請預先為答允赴會的親友報名。 

    4.本主日及下主日投影:蘇翠玉姊妹  

    5.本主日及下主日當值:張亞萍理事 

    6.請為身體軟弱者代禱： 

      巫帶金姊妹 曾燕蘭姊妹 朱蓮喜姊妹  李瑞清姊妹 李長江弟兄 

      梁蘭香姊妹 蔡蓉姊妹   黎艷卿姊妹  陳燕珍姊妹 周玉珍姊妹 

      梁秀芳姊妹 唐容姊妹   唐蘭鳳姊妹  列生弟兄 

                                                                                                                                                                                                                                                                                                                                                                                                                                                                                                                                                                                                    
   周六(晚上 6時正)青年崇拜──司職表 
              第四季主題：信仰與生活 
     (地點：大角咀總堂。歡迎各堂青年弟兄姊妹參與) 

  日期    16/12     23/12    30/12 
  主席    胡偉民     唐煒邦    賴伊娜 

  敬拜 黎桂霜 王燕霞 胡偉民 賴伊娜 胡淑貞 唐煒邦 

  講道     蔡志雄     蔡志雄    劉深鉎 

  題目 

 (經文) 

   心如止水   

 (詩 131:1-3) 

   愛的宣言    

  (來 2:1-4) 

    待定 

  謝禱    賴伊娜     胡淑貞    胡偉民 

  收獻    周麗華     周艾蓉    周艾蓉 

  施餐       何國添 

  派餐      蔡志雄 

 祝福/祝禱    蔡志雄     蔡志雄    何國添 

  團契 

(負責人) 

  預備聖誕    

  (團契職員) 

  聖誕節活動 

   愛。傳遞 

  年度總結 

  (團契職員)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 
二零一七年聖誕聯歡聚餐通告 

聖誕報佳音，萬民頌主恩！ 

 

 
敬啟者：為慶祝聖誕及加強各堂會友間的聯繫， 

本會謹訂於平安夜晚上舉辦聖誕聯歡聚餐，茲誠邀 

各堂弟兄姊妹及其親友們蒞臨參與這個普世歡騰之 

聖誕感恩活動，一起分享主耶穌降生之喜悅！ 
 

   聚餐安排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廿四日（下主日）。 

   時間：下午六時恭候，七時福音聚會，八時開席。 

   地點：九龍深水埗欽州街 37K號西九龍中心七樓龍庭華宴。 

   交通：鄰近深水埗港鐵站 C1出口(鴨寮街) ; 居住在大角咀 

   區的會友可選擇乘搭巴士路線 31B，途經欽州街。 

   費用：本會津貼費用，每位收取港幣 200 元正，大小同價。 

   餐券：即日開始發售，筵席數目有限，額滿即止，購票從速。 

   活動：講道、福音歌舞、聚餐、及豐富禮品抽獎等。 

   呼籲：鼓勵各堂會友奉獻金錢支持聚餐之津貼費用，及奉獻 

         禮物或禮券以作抽獎之用。(大會將於十二月十日停 

         止收取奉獻禮品) 

   提示：敬請大家攜帶餐券出席以便參加抽獎及供大會核算 

         用。 

         敬請代禱！同頌主恩！ 

   此 致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各堂會友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 敬約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