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9月 9日及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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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事工報告 (成長)  

1. 2017 年度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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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事工報告 (事奉)  

2. 招募崇拜直播事奉人員：為了照顧家長和幼兒們的需要，現邀請弟兄姊妹們積極承擔
早堂及午堂崇拜直播的事奉。參與方法：填寫網上事奉申請表或到辦事處查詢。 

3. 2018 年度的事奉申請又要開展了，今年的申請方法將會略為簡化，請肢體留意： 
a. 如肢體 2018 年將繼續 2017 年的事奉崗位，將不用再填寫任何申請。 
b. 如肢體 2018 年想轉換事奉崗位，請先填寫事奉申請表，並註明退任的崗位，然後
再填寫事奉申請表，並註明新申請的崗位，以便我們作出安排。（即要填寫兩份事奉申
請表，一份註明是申請退任，另一份註明是新增申請）。 
邀請弟兄姊妹先行禱告，好好領受你從神而來的呼召，以實際的崗位事奉來回應。事
奉申請可按此網址（https://goo.gl/forms/WJJ3vJGi6oHgu4L82）於網上申請，或於
辦事處索取事奉申請表。截止申請日期：10 月 15 日。 

401 事工報告 (牧區)  

2017 年 9-10 月恩典家栽培課程 

小組 4W 技巧 
教師：黎師母   地點：A 班應許樓；B 班 109 室 
日期：A 班 14/9、21/9(週四) 9-11am；B 班 17/9、24/9 (主日)12：45-2：30pm 

初級傳道課程 
日期：19/10、26/10、2/11(週四) 9-11am 
報名方法：向組長或 201 站長報名 (開課不少於 7 人) 

辦事處消息  

4. 為照顧嬰幼兒的需要，105 室會於每週日設為母乳餵哺及育嬰室（母乳餵哺優先使

用），禮堂外水機旁亦設有嬰幼兒換片設施，如需協助或查詢，可與辦事處聯絡。 

5. 陳翠屏牧師的進修假已於 8 月 31 日完結，願主繼續賜福她的服侍。 

 課程名稱 教師 堂數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截止 

關懷宣教士 湯麗嫦傳道 1 29/10(日) 2:15-5:15pm 15/10 

初信造就導修課程 戴觀豪弟兄 4 
15/10、5/11、

26/11、17/12(日) 
9:00-10:30am 1/10 

以賽亞書 1-12 章 黎永明博士 3 5、12、19/11(日) 2:15-4:15pm 22/10 
101 委身教會課程 梁瑞玲傳道 1 26/11(日) 2:15-4:15pm 12/11 
201 委身教會課程 梁玉燕傳道 1 10/12(日) 2:15-4:15pm 26/11 
301 委身教會課程 陳佩琪傳道 1 17/12(日) 2:15-4:15pm 3/12 

https://goo.gl/forms/WJJ3vJGi6oHgu4L82


6. 八月份尚有一筆$13,100 元奉獻項目未收到入數證明，有勞盡快將相關收據交回辦事處
以作記錄。 

7. 為安全起見，由 9月起星期六及日，孩童滑板車及孩童單車只限於教會籃球場範圍內活
動，請同行之家長指導孩子正確使用場地，敬希垂注。 

8. 肢體如需在非教會開放時段停泊車輛於學校停車場，必須透過辦事處向校方申請許可
證。在申請獲校方許可後，將獲學校發放「臨時泊車證」並於停泊期間放在車頭當眼
處以茲識別。如未有提前向校方申請，學校會視作違規停泊處理，敬請垂注。 

聯會消息  

9. 九龍五旬節會聖經研習會 
日期及時間：2017 年 9 月 10 日(日)   下午 2 時至 5 時 
地點：五旬節中學禮堂（九龍何文田巴富街 14 號） 
講員：曹偉彤牧師（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研讀經卷：馬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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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偉文 溫建業 梁雯燕 

招待組隊長： / 鍾遠祥 / 

歡迎隊： 蘇淑儀組 Give Me 5 黃嘉碧、歐陽國榮 

嘉賓登記員： 鍾霆澔 伍倩宜 簡志生、李嘉偉 

電腦點到員： 張浩揚、李樂儀、何寶欣 陳植楠／余盈慧 沈玉珍、邵智恆 

電腦投影員： 李駿樂、黃子恩 黃俊傑 陳雅琳、黃婉儀 

司捐員： 黃霆、曾子良 黃伙生、錢成亮 簡煥殷、鍾翠娟 

司捐協助員： 羅凱琦、張楠 陳儀檢、王海桂 梁潔瑩、梁雯燕 

崇拜直播員： / 陳文生 / 

奉獻數點員： / 文錦春、黃伙生、陳漢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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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人 各堂崇拜奉獻： $5,283.40 

午堂崇拜 *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77 人 少青崇拜奉獻： $566.00 

兒童崇拜 上午十一時正 25 人 兒童崇拜奉獻： $31.50 

小綿羊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6 人 納什一： $167,004.00 

週 

六 

AWANA 兒童天地 晚上六時三十分 18 人 慈惠奉獻： $3,764.50 

小學至中一生崇拜 下午二時正 
134 人 

其他奉獻： $11,770.00 

初中至高中生崇拜 下午四時正   

週六崇拜 * 晚上六時三十分 153 人   

 * 每月第一週為聖餐崇拜  總數： 549 人 總數： $188,4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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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9 日 領詩 廖佩蓮姊妹 龍梓盈姊妹 

9 月 10 日 
講員 

陳翠屏牧師 

《機不可失》 
黎岑鳳英傳道 

《如何成為神使用的人》 

陳翠屏牧師 

《機不可失》 

9 月 16 日 領詩 戚旭南弟兄 歐陽詠臻傳道 

9 月 17 日 講員 黎汝佳牧師《你求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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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