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9月 30日及 10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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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事工報告 (佈道)  

1. 教會與學校合辦第十九屆「陽光學堂」於 7/10-4/11（28/10 重陽節停課、共 4 堂）

在 6:30-8:30pm 109 室進行，現招募組長，鼓勵肢體積極回應，同心服侍，有興趣肢

體請聯絡黎師母。 

201 事工報告 (成長)  

2. 「職場神學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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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事工報告 (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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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級傳道訓練課程 

日期：19/10、26/10、2/11(週四) 9-11am    教師︰黎師母 

報名方法：向組長或 201 站長報名 (開課不少於 7 人) 

501 事工報告 (崇拜)  

4. 本年度第五次敬拜恩膏會將於 10 月 14 日週六崇拜及 15 日午堂舉行，誠邀所有肢體

參與，一同領受從上而來的能力，叫我們更有力侍主侍人，過合乎主心意的生活，活

出基督樣式。 

辦事處消息  

5. 教會將更新圖書館運作，經點算後發現很多藏書已殘舊，為響應環保，弟兄姊妹可於

10 月 29 日或以前到青年室自由選取所喜歡書籍，剩餘的會另作處理。 

6. 許雅欣傳道將於 10 月 1 日入職本會擔任傳道一職，負責成人教會事工。願主賜福

Maisy 得力事奉。 

https://goo.gl/forms/WJJ3vJGi6oHgu4L82


7. 學校在陰雨操場近後梯飲水機位置新添了五部環保單車，僅平日開放予學生使用，星

期六日將暫停開放不設借用，敬希垂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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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教會辦事處及校牧室的翻新工程已經完成，電話及傳真亦已回復運作，惟電話留言功

能尚未恢復，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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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ple 
鄭裕麟、羅汶峻、 

黃宇為 

嘉賓登記員： 鄧鴻堯、司徒卓俊 許金萍 陳彥璋 

電腦點到員： 何智恆、葉沛晴、王綺雯 鄭慧娜 林家進、鍾偉雄 

電腦投影員： 何蔭本、何家勇 陳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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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人 各堂崇拜奉獻： $2,842.20 

午堂崇拜 *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71 人 少青崇拜奉獻： $237.00 

兒童崇拜 上午十一時正 25 人 兒童崇拜奉獻： $67.90 

小綿羊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3 人 納什一： $45,129.00 

週 

六 

AWANA 兒童天地 晚上六時三十分 27 人 其他奉獻： $4,080.00 

小學至中一生崇拜 下午二時正 60 人   

初中至高中生崇拜 下午四時正 70 人   

週六崇拜 * 晚上六時三十分 155 人   

 * 每月第一週為聖餐崇拜  總數： 510 人 總數： $52,3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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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領詩 李玉儀姊妹 歐陽詠臻傳道 

10 月 1 日 講員 馮文傑傳道《為甚麼在這裡閒站?》 

10 月 7 日 領詩 戚旭南弟兄 謝敏儀姊妹 

10 月 8 日 講員 龔立人博士《幸運或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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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