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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主日中英聯合崇拜 Joint Worship 

                                                                     
講員 Speaker： Rev. Caleb Choi蔡健強 牧師 主席 Chairman： Lawrence WK Hui 

  敬拜小組 Singspiration： Albert Chan/Jack Cai/ 

Amanna Wong 

  司琴 Pianist： Philana Chan 

  影音 AV： Stanley Chan /Stanley 

Woo/Henry Wong 

  Translator 英語傳譯： Sunny Yeung 

s                                                                     

主在聖殿中【眾立 Rise】 

宣召 Call to Worship﹙詩 Psalms 18：1-2﹚ 

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愛祢！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

投靠的。祂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臺。 
I love you, O Lord, my strength. The Lord is my rock and my fortress and my deliverer, my God, my rock, in whom I 

take refuge, my shield, and the horn of my salvation, my stronghold. 

同聲敬拜 Worship God with Praises 

 （一）Living Hope 

 （二）My Light House 

 （三）For I am building a power of people 一群大能的子民 

牧禱 Pastoral Prayer 

同領聖餐Communion 
領聖餐前：《使徒信經》、林前十一 23-29 

領聖餐後：《主禱文》 

全人聆聽 Worship with Attentive Listening 
主日講道：   

Sermon： 

作個捨己背十架的門徒（太十六 23-26） 

Be a Self-Sacrificed Disciple（Matt 16：23-26） 

回應詩 Response Hymn： For I am building a power of people 一群大能的子民 

反省問題 Afterthought： 

 

 

 

1. 你對耶穌的呼喚：『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會否覺得太嚴苛，太難了？ 

2. 請細細思想：『「現在」決定「將來」，和「將來」取決於「現在」』，

有否像「三歲定八十」和「蘇州過後無艇搭」？ 

3. 倘若今天我們選擇「不捨己、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跟從耶穌」，會有

機會導致將來失去永生，並永遠沉淪的話，你會冒這風險嗎？ 

奉獻禱告 Pray for Tithing 

關心神家 Caring Our Family of God 〔請看附頁「家事報告」Refer to ‘Announcements’ below〕 

三一頌 Doxology【眾立 Rise】 

T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的真道 ˙ 主的門徒 ˙ 主的教會 ˙ 主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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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Hymns 

Living Hope     Song by Phil Wickham 

How great the chasm that lay between us 

How high the mountain, I could not climb 

In desperation, I turned to Heaven 

And I spoke Your name into the night 

 

Then through the darkness Your loving-kindness 

Tore through the shadows of my soul 

The work is finished, the end is written 

Jesus Christ, my living hope 
 

哪個可猜測 憐憫主的愛 

無限制恩典 怎可數算 

永遠的主宰 塵世謙卑降 

羞恥披上 洗我罪孽 

 

懸十架犧牲 主寬恕我罪 

君中之君喚 我歸祂 

榮美的主宰 我永歸於祢 

基督 我永生盼望 

 

哈利路亞 來讚頌我主基督 

哈利路亞 神破滅我眾綑綁 

我自由全無咒詛 

乃靠救主釋放我 

我上帝 永生盼望 

 
Then came the morning that sealed the promise 

Your buried body began to breathe 

Out of the silence, the Roaring Lion 

Declared the grave has no claim on me 

Then came the morning that sealed the promise 
 

Hallelujah, praise the One who set me free 

Hallelujah, death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You have broken every chain 

There's salvation in Your name 

Jesus Christ, my living hope 
 

O God you’re my living hope 

 

My Light House      Song by Rend Collective 

In my wrestling and in my doubts 

In my failures You won't walk out 

Your great love will lead me through 

You are the peace in my troubled sea, oh oh 

You are the peace in my troubled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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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ilence, You won't let go 

In the questions, Your truth will hold 

Your great love will lead me through 

You are the peace in my troubled sea, oh oh 

You are the peace in my troubled sea 
 

My Lighthouse, my lighthouse (Oh-oh-oh-oh-oh) 

 Shining in the darkness, I will follow You (Oh-oh-oh-oh-oh) 

 My Lighthouse, my lighthouse (Oh-oh-oh-oh-oh) 

 I will trust the promise, 

 You will carry me safe to shore (Oh-oh-oh-oh-oh) 

 Safe to shore (Oh-oh-oh-oh-oh) Safe to shore (Oh-oh-oh-oh-oh) 

 Safe to shore 
 

I won't fear what tomorrow brings 

With each morning I'll rise and sing 

My God's love will lead me through 

You are the peace in my troubled sea, oh oh 

You are the peace in my troubled sea, oh oh 
 

Fire before us, You're the brightest 

You will lead us through the storms 

Fire before us, You're the brightest 

You will lead us through the storms 
 

 My Lighthouse, my lighthouse (Oh-oh-oh-oh-oh) 

 Shining in the darkness, I will follow You (Oh-oh-oh-oh-oh) 

 My Lighthouse, my lighthouse (Oh-oh-oh-oh-oh) 

 I will trust the promise, 

 You will carry me safe to shore (Oh-oh-oh-oh-oh) 

 Safe to shore (Oh-oh-oh-oh-oh) Safe to shore (Oh-oh-oh-oh-oh) 

 Safe to shore   
 

For I am building a power of people 一群大能的子民 
 

For I’m Building A People Of Power  

And I’m Making A People Of Praise 

That Will Move Through This Land By My Spirit 

And Will Glorify My Precious Name 

Build Your Church, Lord Make Us Strong, Lord 

Join Our Hearts, Lord, Through Your Son  

Make Us One, Lord In Your Body In The Kingdom Of Your Son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滿讚美的子民， 

他們要靠我靈來往此地，並要榮耀我寶貴的名。 

主啊，興起！建立教會，使我們靠祢堅固， 

成為合一祢的肢體，在祢愛子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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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主日學：常規主日學（共四班），七和八月將休息，讓各位忠心老師們（Wai岑建威/Pat馮國安

/Jolland梁穗光/Rebecca馮傳道）有喘息的機會。為著他們的忠心和同心感謝神，盼望藉著這小

休讓他們九月份再帶領學員們在學習主的真道上更有果效，成全更多愛慕主話語的學員們，為神

使用。七八月主日學另有安排，請看下一則的報告。 

2.  暑期主日學『2022宣教淺嚐』：與OMF合辦的網上差傳主日學在今主日（7月3日）（8：45am–

10：15am）開始，這暑期主日學是由8位資深宣教士或神學教授負責任教，教會也接受非會友報

名，務求多人受感遵命廣傳福音並宣教，求神帶領更多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參加，詳情請參閱附

件海報或可向成長部/差傳部查詢。 

大堂將放置第二堂的講義，請自由取用；電子版本將稍後由各班主日學老師發出；如有疑問，請

向辦公室查詢。 

3.  2022中英文部夏令會：感謝神，祂為我們預備了中文部/英文部/兒童部的講員，分別是Rev. Sam 

Wong、Pastor Mark Wong及Pastor Marian Tong。求神記念他們的勞苦和準備工作。 

4.  CCCC讚美操：逢週六早上十點在教會舉行。藉這讚美操，讓我們與神、與人建立親密的關係，

尤其疫情影響我們的身心靈健康，更需要重建我們整全的康健。報名請聯絡Pamela。 

5.  教會聘牧委員會：委員會（成員：蔡牧師、William Li、Acwin Wong 及 Jolland Leung）已完成

一應徵者的面試，建議報告將儘快提交執事會作最後決定，求神記念教會的需要，賜給合適牧者

帶領教會英文事工。 

6.  教會禱告聚會：逢週三晚八點，教會有「實體」及「網上」禱告會。我們會將禱告的事項發給每

一位，盼你們在家（與家人）、或以小組形式（自己組合），同時同心同靈禱告。 

7.  中信（CCM）宣教培育講座「餐飲業的培訓」：於七月九日（星期六）早上 9：30 以網上視像

進行，由「疫靈廚房」負責人蘇偉林傳道主講。詳情請參閱附件海報或可向 Eveline 查詢。 

8.  網上課程：教會提供各類課程給弟兄姊妹在屬靈上進修，請向聯絡人查詢。 

 中文部 課程 聯絡人 上課時間 

 暑期主日學 Wai Shum/Stella Chan Sunday 8:45am – 10:15am 

 以諾團契 Hetta Ho Jul 6, Wednesday 10am 

 約書亞團契 Luke/Frieda Saturday 7:30pm 

 保羅團契 Leslie Chen Jul 3, Sunday 2pm 

 粵語查經班（一） Pat Fung Monday 10am 

 粵語查經班（二） Sharon Leung Friday 8pm 

 國語查經班 蔡牧師 Monday 7:30pm 

 讀書會 Erica Li Last Sunday 8pm  

 讚美操 Pamela Saturday 10am 

英文部 Sunday School Raymond Leung Sunday 9:30am 

 English Bible Study Jolland/Sharon Monday 7:30pm 

 Young Adult Fellowship Sunny Yeung Friday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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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代禱事項】 

1.  為 7 月 3 日中英文堂講道的蔡健強牧師和傳譯的 Sunny 禱告，講題：作個捨己背十架的門徒 Be a 

Self-Sacrificed Disciple；主席：Lawrence WK Hui，領詩：Albert Chan/Jack Cai/Amanna 

Wong，司琴：Philana Chan，影音：Stanley Chan/Stanley Woo/Henry Wong。 

2.  為 2022 中英文部夏令會禱告：請為講員（中文部：Rev. Sam Wong；英文部：Pastor Mark 

Wong；兒童部：Pastor Marian Tong）及入營前的預備工作人員禱告。 

3.  為暑期主日學『2022 宣教淺嚐』禱告：請為成長部及差傳部與 OMF 的聯絡及籌備工作禱告。也

求神賜給教會不單聽道的心，更有行道的實際行動，榮耀主名！ 

4.  為『CCCC 讚美操』禱告。求神賜給教會有健壯的身、心、靈，也藉此建立我們與神、與人的健

康關係。 

5.  為蔡牧師禱告：他要兼顧中英文部（包括兒童部）事工的牧養與發展，請為他禱告，求神加力。 

6.  為教會/家庭禱告小組禱告：週三晚八點，在教會以實體及網絡在家中禱告，求神賜下這樣禱告的

心志，並建立禱告的習慣。 

7.  為網上查經班禱告：雖然受到疫情影響不能有實體的聚會，但鼓勵弟兄姊妹，在疫情期間不忘裝

備真理，作困境中的耶穌基督的精兵，求神記念。網上查經班細節如下： 

(i) 星期一粵語查經班：查讀《登山寶訓》，時間為 10am，請與 Pat Fung 聯絡； 

(ii) 星期一國語查經班：查讀《路加福音》，時間為 7:30pm，請與蔡牧師聯絡； 

(iii) 星期五粵語查經班：查讀《聖經人物》，時間為 8pm，請與 Sharon Leung 聯絡。 

8.  為「聖經遊、三年走一走」禱告：感謝神的恩典，教會讀經計劃已踏入第三年，即最後一年。相 

信神的同在是我們能堅持到如今的唯一原因，請繼續加油，求神今年繼續帶領我們每天都有靈糧 

—靈修讀經禱告、並默想經文，與神同行，以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英文部代禱事項】 

1.  為招聘英文牧者「聘牧委員會」（成員：蔡牧師、William Li、Acwin Wong 及 Jolland Leung）禱

告。委員會已完成一應徵者的面試，建議報告將儘快提交執事會作最後決定，請為教會執事們禱

告，求神賜他們智慧如何分辨神的帶領。 

2.  為英文部禱告：請切切為 Sunny 禱告，他作為英文部部長，要處理英文部事工的事宜，求神賜他

恩典力量，並帶領教會的英文事工發展。 

3.  為英文部領袖們（Acwin, Jolli, Sunny and Winston）禱告，求神賜他們同心並恩力，齊心事奉榮耀

神，特別在沒有牧者情況下，求神賜他們堅定跟隨主的心志。。 

4.  為英文部弟兄姊妹聽道後，有行道的決心，以至生命得以轉化，有基督的品格，達至完全得救。 

【為疫情和病痛肢體禱告】 

a.  新冠狀疫情的發展禱告： 

- 為面對新發現的 Omicron 病毒所帶來的挑戰禱告。 

- 請為我們教會的長者（入住老人中心）切切禱告：陳淑馨、李周燕玉、許兆安、梁杏嫦。 

- 請為我們教會的長者（留守家中）切切禱告：周蘇（Cat 媽）、馮桂香、陳秀瑛、梁楚欽、伍

秀蘭、岑譚蘭貞、黃娘鳳、蘇郭潔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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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為個人需要及其家人代禱感恩： 

- 請為 Jolland 禱告：他因坐骨神經痛引發行動不便，需要臥床休養，求神醫治，讓弟兄繼續為

你「奔跑」天路！ 

- 請為 Leslie 98 歲的外祖母伍秀蘭姊妹禱告：她已經被安排入住 Queen’s Park Care Centre。求

神記念家人每天辛勞的照顧，特別記念 Leslie 姊妹的父母，求神引導他們接受福音。 

- 為 Lucy 姊妹禱告：Lucy 姊妹已完成了放射治療療程，現正等待再作進一步計劃，請繼續為姊

妹禱告。 

【English Ministry-Announcement】 

1. Sunday School will be held on Sundays at 9:30am at Church. You can also join us via ZOOM. 

(https://us02web.zoom.us/j/87568712798?pwd=Q3pOd0dOY11aQzM2b25rSk1CZWwwdz09)  

2. Bible Study Fellowship will be held on Mondays at 7:30pm via ZOOM.  We will continue our 

journey through the book of Genesis. 

3. Young Adult Fellowship will be held on Fridays at 7:30pm in church. 

  

教會奉獻紀錄 Church Offering Record 

奉獻收入 

Offering 

中文部 
Chi Min 

英文部 
Eng Min 

上週總數 

Last Week 

 

一月至上週 
Jan to 

Last Sunday 

全年目標 
Budget 

祈求供應 
Pray for 

Shortfall 

常費 

General 
$2,250.00 $150.00 $2,400.00 $88,786.00 $287,000.00 $198,214.00 

差傳基金 

Mission 
$170.00 $0.00 $170.00 $15,060.00 $50,000.00 $34,940.00 

合共 

Total 
$2,420.00 $150.00 $2,570.00 $103,846.00 $337,000.00 $233,1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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