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10月 14日及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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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期待的堂慶日終於來臨了！原定 8 月份的堂慶合堂崇拜、堂慶聚餐及玩

樂市集將於 10 月 22 日(日)連同本年度浸禮一同舉行，合堂崇拜牧區慶典及

浸禮於早上 11:00 舉行，堂慶聚餐及玩樂市集於 12:45 至 4:00 舉行，所有精

彩活動將繼續進行，敬請大家預留時間；如有肢體或嘉賓因改期緣故未能參

與聚餐，請與區牧聯絡安排退款等事宜，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2. 本年度浸禮《一心一意》將於 10 月 22 日進行，是次浸禮有飛躍區黃偉然弟

兄受浸歸入基督及粉嶺堂，誠邀弟兄姊妹出席支持，同享主內一家的喜悅！ 

3. 但以理區邱靜恩姊妹一年多的 OM 短宣體驗經已完成，今已回港，並與大家繼

續同心同行。邀請大家繼續為姊妹回港後適應香港的文化和節奏、有足夠空

間沉澱和反思過去的經歷、尋索將來的方向禱告。 

4. 「李慧敏宣教士祈禱會」將於 10 月 21 日(六)崇拜後在禮堂，以及 10 月 22

日(日) 崇拜後在 206 室舉行，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同心為 Mandy 宣教士在

柬埔寨宣教祈禱！ 

201 事工報告 (成長)  

5. 「戀愛有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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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8 年度的事奉申請將於本週日截止，敬希垂注。 

辦事處消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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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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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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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凡已登記索取 2018 年掛曆之肢體，請於 5/11 或以前到教會辦事處領取，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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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宛苹 曾偉卓 / 

招待組隊長： / 伍俊威 / 

歡迎隊： Hosea+Ozone+Family 陳卓兒組 / 

嘉賓登記員： 張翠怡、周曉晴 歐陽蔚雯 / 

電腦點到員： 李梅玲、張翠怡 何淑媚 / 

電腦投影員： 陳嘉穎、溫倩敏、曾詠 蘇梓侖 / 

司捐員： 黃佩芬、麥愛 陳楚卿、周柳群 / 

司捐協助員： 魏美滿、蔡綺雲 鄭來興、鄧煥蓮 / 

崇拜直播員： / 歐陽振強 / 

奉獻數點員： / 陳卓兒、陳楚卿、周柳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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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人 各堂崇拜奉獻： $3,397.40 

午堂崇拜 *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67 人 少青崇拜奉獻： $255.40 

兒童崇拜 上午十一時正 29 人 兒童崇拜奉獻： $26.70 

小綿羊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4 人 納什一： $84,636.00 

週 

六 

AWANA 兒童天地 晚上六時三十分 48 人 差傳奉獻： $209.40 

小學至中一生崇拜 下午二時正 54 人 其他奉獻： $5,302.00 

初中至高中生崇拜 下午四時正 69 人   

週六崇拜 * 晚上六時三十分 101 人   

 * 每月第一週為聖餐崇拜  總數： 532 人 總數： $93,8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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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4 日 領詩 龍梓盈姊妹 馬錦怡姊妹 龍梓盈姊妹 

10 月 15 日 講員 陳翠屏牧師《不枉此生》 

10 月 21 日 領詩 李玉儀姊妹 歐陽詠臻傳道 / 

10 月 22 日 
講員 

梁瑞玲傳道 

《活盡自己》 

陳翠屏牧師 

《一心一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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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 許雅欣傳道 96308196 

助理傳道： 黃映樺傳道 6470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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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