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感謝劉國偉先生(總堂值理會主席)蒞臨本會崇拜分享主道，願神大大賜恩報答他。 

101 事工報告 (佈道)  

2. 三月份《飛到緬甸的天使》福音聚會將於 3 月 11 日晚堂及 3 月 12 日午堂舉行，今

次聚會邀請了鄭凱恩小姐(Angel)到來分享，本可晉升至公關總監的她，在事業黃

金期辭職，跑到緬甸金三角的孤兒院教音樂，冀助這群輸在起跑綫上孩童建立自信。

不但如此，她更計劃在當地興建音樂學校，並成立慈善團體 Build A Music School

籌募興建資金，讓孤兒院的學生們接受專業訓練，將來可多一條出路選擇。當日

Angel 會分享她的心路歷程及箇中經歷，並於會後設有她的書藉《緬甸二家姐》的

籌款義賣，歡迎各位帶同嘉賓出席。 

3. 今年澳門和雲南短宣開始接受報名，澳門短宣日期 6 月 23 日(五)至 26 日(一)，雲

南短宣日期 9 月 15 日(五)至 22 日(五)，詳情請留意簡介，報名表往辦事處索取。 

4. 「宣教祈禱會」每月一次為教會宣教事工一起祈禱，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日期

及時間：2 月 19 日(星期日) 下午 12:15-12:45 於 206 室；主題：少數族裔。 

201 事工報告 (成長)  

5. 「201 委身成長」課程完成名單已張貼於禮堂外壁佈板上，請各學員自行參閱，如有

問題可向辦事處查詢。 

6. 2017 年度第二季課程已開始接受報名，有意者可到辦事處報名及繳費 （01 課程免

費、一般課程$10，截止報名日期遞交申請者加收$10 行政費）。除 01 課程，其餘課

程在截止報名日若報名人數少於 7 人將會取消。 

 課程名稱 教師 堂數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截止 

自我認識與成長 

(成長一) 
陳翠屏牧師 6 

2/4、7/5、29/5、

4/6、11/6、2/7(日) 
2:15-4:15p 19/3 

跨文化宣教基礎課程 蔡家琳姊妹 2 7/5、21/5(日) 9:00-10:30 23/4 

301 事工報告 (事奉)    

7. 教會現時每星期之奉獻皆由弟兄姊妹負責數點，但現正人數不足故再招募奉獻數點

員一事奉崗位，鼓勵弟兄姊妹為神家多行一步，有意參與事奉者請向辦事處登記。 

 小人物使命團  

「無障礙同行」分享會–認識本港殘障人士需要  

日期：3 月 12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1:00-3:00  地點：視藝室  名額：45 位 

分享嘉賓：張超雄議員      回應講員：馮文傑傳道、鄧永謙弟兄 

內容：殘障群體在本地面對的處境、為殘障群體爭取福利的心路歷程、本地現存法例及

政策如何保障殘障群體、如何關懷殘障群體、神學反思、答問環節 

報名：3 月 8 日前聯絡陳苡君姊妹（電話/whatsapp：95111190）或李嘉明弟兄（電話

/whatsapp：94282398） 

 



501 事工報告 (崇拜)  

8. 3 月 4 日週六晚堂崇拜後晚上 8 時將於禮堂舉行為教會禱告的祈禱會，鼓勵會眾留
步參與。 

辦事處消息  

9. 教會的場地也是小學生愉快學習的地方，為了讓孩子能夠在一個愉快、安全的地方
學習，請肢體們在使用教會場地時，愛惜各項設施、保持地方清潔。在交還場地時
帶走所有垃圾；如發現有設施損壞請第一時間與辦公室聯絡；在公共地方請將垃圾
處理好；也請愛惜、保護學校養殖的一花一草和魚兒，讓孩子明白生命教育的意
義。同時請家長照顧同行孩子，遠離停車場遊玩，免生意外。 

下週事奉人員  

事奉崗位 週六崇拜 早堂崇拜 午堂崇拜 

司事主管： 徐耀全 何淑媚 朱健輝 
招待組隊長： / 王婉欣 / 

歡迎隊： Family 祈 J+Mr.組 
鄭裕麟、羅汶峻、 

黃宇為 

嘉賓登記員： 鄧鴻堯、司徒卓俊 黃浩銘 
林潔瑩、陳詩雅、 

陳彥璋 

電腦點到員： 
何智恆、葉沛晴、 

王綺雯 
鄭慧娜 

林子君、聶楚頤、 
馬珍媚 

電腦投影員： 何蔭本、何家勇 羅偉揚 
李詠雯、吳煒倫、 

鍾偉雄 
司捐員： 李愛娣、張小華 林玉清、袁愛嫦 羅汶峻、黃宇為 

司捐協助員： 陳永珍、楊琳 陳文生、李復嫦 
梁雪兒、鄭裕麟、 

李樂怡 
崇拜直播員： / 歐陽振強 / 

奉獻數點員： / 
陳妙嫦、林玉清、 

袁愛嫦 
/ 

 

 聚會 聚會時間 上週崇拜出席 上週奉獻金 

主 

日 

早堂崇拜 * 上午十一時正 140 人 各堂崇拜奉獻： $4,229.70 

午堂崇拜 *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70 人 少青崇拜奉獻： $210.30 

兒童崇拜 上午十一時正 17 人 兒童崇拜奉獻： $68.70 

週 

六 

AWANA 兒童天地 晚上六時三十分 24 人 納什一： $128,471.00 

小學至中一生崇拜 下午二時正 35 人 差傳奉獻： $698.90 

初中至高中生崇拜 下午四時正 68 人 其他奉獻： $6,920.00 

週六崇拜 * 晚上六時三十分 138 人   

 * 每月第一週為聖餐崇拜  總數： 492 人 總數： $140,598.60 



崇 拜 程 序 

一. 報告…………………………………………… 主席 

二. 讀經…………………………………………… 領詩 

三. 詩歌敬拜……………………………………… 領詩 

四. 奉獻…（未明白奉獻意義和未信者不用參與）……… 領詩 

五. 證道…………………………………………… 講員 

六. 回應…………………………………………… 講員 
 

 週六崇拜 早堂崇拜 午堂崇拜 

2 月 18 日 

2 月 19 日 

領詩 陳漢薇姊妹 龍梓盈姊妹 

講員 劉國偉先生《如鷹展翅》 

2 月 25 日 領詩 歐陽詠臻傳道 謝敏儀姊妹 

2 月 26 日 講員 馮文傑傳道《與別不同》 

 
 
 

 

 

 

 

 

 

 

 
 

 

 

堂主任： 陳翠屏牧師 60507095  傳道： 梁玉燕傳道 96248666 

傳道： 陳佩琪傳道 60230414  傳道： 黎岑鳳英師母 93747751 

傳道： 馮文傑傳道 98745455  傳道： 歐陽詠臻傳道 93609316 

傳道： 梁瑞玲傳道 60827180  執事電郵： board@pchurch.org.hk 

board@pchurch.org.hk： 

張雪華傳道 

96552079 

聚會指引： 
 為使聚會順利進行，請關掉閣下之傳呼機、鬧錶及手提電話。 

 聚會其間凡有站立的項目，身體不適或年長的嘉賓／教友，可安

坐座位上。 

 如有信仰或人生問題，歡迎在會前或會後向牧師、傳道人或接待

員查詢。 

 奉獻乃信徒本份，如未明白奉獻的意義或未信的來賓不用參與。 

 教會乃是神的家，未經本會許可，與會者不能在教會或透過教會

的人際網絡作任何商業宣傳、推銷及買賣活動。 

 

 



 

 

 

2017年 2月 18日及 19日 
 

忠於使命‧以愛得人 
 

這見證就是 神賜給我們永生； 

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裡面。 

人有了 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 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翰一書 5: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