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感謝張振華牧師(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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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Tee」於 3 月 18 日及 19 日三堂崇拜後可領取，請訂購者帶回收據領取。下
星期是「宣教日」約定大家一同穿上，撐宣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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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 (日)，時間：下午 12:15-12:45，地點：206 室，主題：德國及蔡定邦博
士。 

4. 李慧敏姊妹 3月份宣教祈禱會於 3月 26日(週日早堂後)204室舉行，歡迎大家出席。 
5. 三月及四月份城市亮光計劃前往參與由社區街坊介紹劏房處境的導賞活動，現仍與

有關機構接洽日期及時間安排，如有興趣參與，可先將報名表交辦事處，並可備註
可參與的日期(三月份及四月份內的星期六或日)。參加者請填妥「小組/個人活動報
名表」交到辦事處報名。誠邀各位邀請朋友一同參與，在城市中成為亮光。 

6. 2017 年復活節浸禮《FOR GOD》定於 4 月 16 日(日)下午 2:00 在教會禮堂舉行，當
日中午 12：00 至下午 1：00 及浸禮後，在感恩樓及操場均設有小遊戲和攝影攤位，
歡迎教會肢體及嘉賓一同參與，分享受浸者及轉會者的喜悅。 

201 事工報告 (成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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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報名日期後遞交申請者加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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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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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認識與成長一》課程簡介:透過 DISC 個性測驗及 MBTI 人格理論(邁爾斯類型指
標,Myers Briggs Type Indicator，MBTI)讓參加者認識自己獨特的個性，在被接納
的經驗中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鼓勵肢體邀請未信朋友參與課程。 

8. 讀經日＜以斯帖記＞於本週日下 2:15-5:15 禮堂舉行，請參加肢體準時出席。 

401 事工報告 (牧區)  
 

<<祈理信區與飛躍區>> 「喜‧越工程」啟動禮 

「喜‧越工程」由 3 月至 12 月，聯區透過小組退修、查經和靈修，以及個人靈修，

一起走進生命操練之旅，與神相遇，塑造生命，成為神作喜悅的門徒。  

啟動禮：3 月 18 日，晚上 8:00，禮堂＠飛躍區； 

3 月 19 日，中午 12:30，304 室＠祈理信區。  

棘火區  201 站長會 

日期及時間︰2017 年 4 月 1 日（六）; 3:00-4:00pm  於 201 室 

請小組 201 站長預留時間出席。若未能出席，請向區主任謝睿成 (Paul) 請假。 

 



辦事處消息  

9. 少青教會將於 5 至 7 月期間推動《靈命更新運動─標竿 40》，誠邀教會兄姊一起參
與： 
(1) 捐贈多存或已用不著的《標竿人生》書本予少青的弟妹，讓有需要的弟妹以低

價($20)獲得舊書用作靈修，有關收費將會於購買新書時補助有關不足的差額。
捐贈者可將書本交到辦事處。 

(2) 最少資助一位弟妹(每人$50）購買一本新書，參與資助者請將奉獻放入奉獻封，
並註明為「標竿 40 資助弟妹計劃」。 

截止日期 4 月 16 日，敬請兄姊踴躍支持。 

聯會消息  

10.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聯會主辦『受苦節培靈會』 
日期：2017 年 4 月 14 日(禮拜五)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九龍五旬節會沙田堂(沙田愉田苑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講員：王生堅牧師(神召神學院客席講師) 
主題：一粒麥子的死 
內容：敬拜、講道、祈禱服事 
是日同時在 1 樓課室舉行兒童聚會，歡迎帶同貴 子女出席。請踴躍參加及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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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J + Awesome Fishgirls 鄭裕麟、羅汶峻、黃宇為 

嘉賓登記員： 黃穎、何寶欣 黃浩銘 林潔瑩、陳詩雅、陳彥璋 

電腦點到員： 李訴心、劉文傑 鄭慧娜 林子君、聶楚頤、馬珍媚 

電腦投影員： 李宛珊、張恩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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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人 各堂崇拜奉獻： $1,318.20 
午堂崇拜 *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104 人 少青崇拜奉獻： $208.70 

兒童崇拜 上午十一時正 15 人 兒童崇拜奉獻： $35.20 

週 

六 

AWANA 兒童天地 晚上六時三十分 16 人 

人 

納什一： $81,822.00 

小學至中一生崇拜 下午二時正 20 人 

 

慈惠奉獻： $446.40 
初中至高中生崇拜 下午四時正 64 人 

 

其他奉獻： $9,658.00 
週六崇拜 * 晚上六時三十分 158 人   

 * 每月第一週為聖餐崇拜  總數： 467 人 總數： $93,488.50  

86,619.40 

86,6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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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8 日 領詩 陳漢薇姊妹 歐陽詠臻傳道 

3 月 19 日 講員 張振華牧師《恩慈的上帝》 

3 月 25 日 領詩 廖佩蓮姊妹 謝敏儀姊妹 

3 月 26 日 講員 劉卓聰傳道《行在水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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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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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