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城福音堂(得寶堂) 
2016-2020年五年目標 

人人事奉 共建神家 

 

 

2020年9月20日 
講員：陸迺定牧師 主席/值勤：麥志明傳道 

 

★請安靜預備敬拜神★ 

網上直播 
序樂 ……………………………………………… 眾坐 

宣召 ……… 詩篇一百零三 1-2 ……………… 眾坐 

祈禱 ……………………………………………… 眾坐 

讚美 ………【如鹿的心】……………………… 眾立 

讚美 ………【一首讚美的詩歌】……………… 眾立 

讀經 ……… 生命聖詩經文選讀 4 (神的屬性) 眾坐 

祈禱 ……………………………………………… 眾坐 

詩歌 ………【恩典之路】……………………… 眾坐 

講道 ……… 禱告未蒙應允時！……… 陸迺定牧師 

列王記上十九 1-18  

回應詩歌 …【依靠耶和華】…………………… 眾坐 

歡迎及家事報告 ………………………… 麥志明傳道 

恭讀 ………『每月經訓』『使徒信經』……… 眾立 

三一頌 …………………………………………… 眾立 

祝福 ……………………………………… 陸迺定牧師 

默禱、殿樂 ……………………………………… 眾坐 

 

 

【報告事項】 

 
1) 是日承蒙陸迺定牧師蒞臨證道，訓勉及造就信

徒，本堂深表謝意。 

 

2) 馮應佳傳道今天前往曉光堂證道。 

 

3) 由於疫情關係，10月 4日的聖餐禮將以實體

及網上直播進行，已接受成人水禮的弟兄姊

妹可於 9月 21日至 10 月 3日(10月 1日至

2日公眾假期除外)，每日上午 10:00至下午

5:00到教會領取 10月聖餐餅杯套裝。鼓勵

肢體先預約時間才回教會領取，亦可請肢體

代取。如有困難，可聯絡幹事盡量協助安

排。 

 

4) 10月 4日主日下午 2:00 在 2H正堂舉辦「崇拜

主席培訓分享會」。誠邀成人崇拜主席及敬拜隊

員預留時間出席。當日如因疫情關係不能實體舉行， 

會改為網上 Zoom 進行。如有查詢，請與麥傳道或

馮傳道聯絡。 

 

 

 

 

5) 基教部早前推介弟兄姊妹在 YouTube 觀看 

高銘謙博士教授的「鳥瞰舊約」課程。 

為提供弟兄姊妹機會交流和分享所學所聽， 

現有以下安排： 

由 9月 27日起一連七個主日（10月 11日 

取消）上午 9：45至 10：30傳道同工將開 

設主日學課程，以實體/Zoom形式上課， 

帶領弟兄姊妹討論高博士的講學，一起 

反思信仰上的應用。 

課程日期如下： 

日期 課程 

9月 27日 討論第一課、第二課 

10月 4日 第三課 

10月 11日 取消 

10月 18日 第四課 

10月 25日 第五課 

11月 1日 第六課 

11月 8日 第七課 

因版權期限，教會將會在得寶堂群組 

發放 7課課程影片，弟兄姊妹請於 9月 

30日前收看高博士的教學影片，然後依 

時間表參與討論。Zoom的連結會於主日 

9：40前發出。 

報名請於 9月 24日（星期四）下午五時前 

向幹事或馮傳道報名。 

 

6) 9月 27日主日崇拜司職人員安排如下: 

講員  盧炳光傳道 主席 葉詠茵姊妹 

值勤 馮應佳傳道 司琴 柯少麗姊妹 

音響及 

直播 

資訊科技部 

 

投影片 

播放 

梁妙琼幹事 

 

 

靈命成長扎根深 

事奉蒙福結果多 



【代禱事項】 

 
1) 徐生弟兄仍接受治療中，求主憐憫施恩，有

平安的靈面對，得神大能的醫治；又求主賜

恩加力給燕玉姊妹，讓他們經歷神的同在和

恩典。 

2) 為教會今期用 ZOOM視像方式開辦主日學禱

告，求主激勵弟兄姊妹渴慕認識聖經，賜福

教和學的同得就造，也保守電腦網上教學器

材運作順暢。 

3) 教會在 9月和 10月將在本區不同屋苑張貼

與社區相關的事工活動，求主使用，並讓街

坊藉此對教會有更多認識及樂於報名參與。 

4) 在限聚令影響下，願主幫助我們把握不同機

會裝備屬靈生命，使得寶堂成為一所實踐主

使命的教會；又求主激勵更多兄姊加入事奉

行列和彼此關懷守望，共同建立神的家。 

5) 感恩，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有明顯的緩和，

全港中、小學開始分階段恢復回校上課，限

聚令措施也逐步放寬。求主保守看顧，各校

能作好防疫準備，以保護校園老師和學生。 

6) 近日本港疫情有轉好的趨勢，求主幫助市民

不掉以輕心，繼續做好個人防疫裝備，希望

香港早日零確診。 

7) 美國山火席捲西岸多州，已持續燃燒超過三

周；加州、華盛頓州及俄勒岡州仍為美國山

火重災區，至今造成最少 33人死亡及數十

人失蹤；求主保守救援工作，並願山火早日

被撲息。  

 

 

 

 

 

【三堂報告事項】 

 
1) 曉光堂樊月娟幹事將於9月22日、29日及30

日放假。 

 

2) 得寶堂麥志明傳道將於9月24日至30日放年

假。 

 

【三堂肢體動態】 

 

喪禮 

陳尚義先生 (會友(曉光堂)陳小萍姊妹之父

親)於 2020年 8月 26日(星期三) 上午九時

許在親人陪伴下與世長辭。 

喪禮定於 2020年 9月 23 日(星期三)在紅磡

萬國殯儀館 2樓壽山堂設靈，翌日 9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9時舉行大殮，靈柩隨即送

往哥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化禮。 

求主安慰姊妹及家人，願神保守家人於安排

先人的身後事及喪禮上得以順利。 

 

【宣委報告事項】 
 

「九福」透過定期金錢奉獻予同文化、近文化

及跨文化的不同宣教機構，積極地參與支持在

「未得之民」及「族群」中的宣教事工，為讓

肢體更具體了解本會所支持的十多個外地、本

地宣教機構及事工的使命、簡介及疫情下之近

況，隨程序表附上五頁資料供參考。 

 

 

 

九龍城福音堂 
主日崇拜程序表 
2020 年 9 月 20 日 

 
【得寶堂】 

九龍牛頭角道 3 號得寶花園商場 2 樓 H 室、

J 室及 3 樓 M 室(彩雲道入) 

電話：2799 0021、2758 5270 

網址：kcec.hk    電郵：takbo@kcec.hk 

 

【曉光堂】 

九龍觀塘秀茂坪曉光街 44 號富華 2/F 6B

室及 10B 室 

電話：2775 8816   傳真：2717 5110 

網址：hkc.kcec.hk 

電郵：hiukwong@kcec.hk 

 

【得恩堂】 

九龍城衙前圍道 144 號錦利閣一樓 A&B 座 

電話：2716 3010、2716 3050 

網址：takyan.kcec.hk 

 

mailto:takbo@kcec.hk
mailto:takbo@kcec.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