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 月 13 日及 14 日 
 

守主道．作門徒 
 

作光作鹽， 

成為強而有力的基督門徒群體！ 
 

  



1. 感謝區建銘博士(靈閱文化社文化及神學研究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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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敏宣教士週六祈禱會」於下星期六(1 月 20 日)，崇拜後在禮堂舉行，請弟
兄姊妹預留時間，同心為 Mandy 宣教士在柬埔寨宣教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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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1 日 (日) 時間：下午 12:15-12:45 
地點：206 室 主題：粉嶺堂宣教事工 

201 事工報告 (成長)  

4. 2018 年第一次浸禮現正接受申請，詳情請參閱宣傳單張，截止日期為本週日。 
5. 已報讀「是苦也是甜」課程的肢體，請於下週日下午 3:00 於 202 室出席課堂。 

301 事工報告(事奉)  

6. 教會現招募以下事奉人員： 
i.崇拜代禱隊－願每週為教會各場崇拜代禱者。 
ii.禮儀節詩班－願於喪禮中擔任詩班員，藉詩歌成為人心靈的安慰。詩班將於 2
月開始每月第一週崇拜後練習，每次約 1.5 小時，全年共練 12 次。 

401 事工報告(牧區)  

7. 供小組導師組長之用的「2018 小組錦囊」出版了更新版本，小組導師組長請向區
牧拿取。 

棘火區 

101 站長會 
日期︰1 月 27 日(六) 
時間︰3:15-4:30pm  地點︰206 室 
備註：如未能出席，請向夏哲峯請
假，並由導師組長代為出席。 

201 站長會 
日期︰1 月 20 日(六) 
時間︰3:00-4:30pm  地點︰206 室 
備註︰請攜帶 2017 棘火區 201 錦囊。
若未能出席，請向 Paul 請假。 

祈理信區 

過去十個月，祈理信區以「喜越工程」為信仰反思和生命更新，1月 28日(日)
將是「喜越工程。聚」，請各區員預留下午 12：30 出席，地點為 306 室。 

501 事工報告(崇拜)  

8. 午堂崇拜將於本週日起於禮堂外設有崇拜直播空間，歡迎家長與兒童一起敬拜讚
美神。兒童事工《小綿羊》亦同步有新安排－－分為幼童組（N-K1)及嬰幼組
（半歲至 2歲）。幼童組會有導師帶領進行手工創作、故事時間、小遊戲等，嬰幼
組則由導師照顧下於遊戲區內自由活動。如有查詢可與陳佩琪傳道聯絡。 



辦事處消息  

9. 2018 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在禮堂外壁報板上，鮮花奉獻亦是弟兄姊妹另一種事奉
神及向神表達感恩的方式，願各肢體都能踴躍參與，為神家盡一點心意。 

10. 12月份尚有 1筆$4,000元奉獻項目未收到櫃員機入數紙，請將有關收據盡快交回
辦事處以作記錄，以便教會進行 2017 年度財政結算，多謝合作。 

11. 本會擬於 2018 年按立陳佩琪傳道、歐陽詠臻傳道及梁瑞玲傳道為牧師,以確認同
工多年忠心服侍的牧職。按立程序現正進入收集意見階段，肢體如有任何意見，
可直接聯絡陳翠屏牧師。 

會外消息  

12. 由「宣道出版社」印製之福音漫畫揮春、福字揮春、萬用利是封及新年福音單張，
由即日起開始接受訂購，款式及詳情可到辦事處參考查詢，截止日期為 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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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燕霞 徐伊芬 陳家章 

招待組隊長： / 鄭凱琳 / 

歡迎隊： 李秀玲(3 組) 前輩組 黃浩詩、區咏詩 

嘉賓登記員： 鍾霆澔、戴德誠 何淑媚 朱恩圖、林肇麟 

電腦點到員： 葉沛晴、王綺雯、李進輝 鄭慧娜 劉文傑、林睿旻 

電腦投影員： 麥煒銘、李嘉明 歐陽蔚雯 李浩然、陳瑋樂、盧展程 

司捐員： 馮偉文、曹少紅 麥崢程、歐陽振強 / 

司捐協助員： 袁文飛、鄧丙英 李國雄、蕭彩燕 
廖蔚嵐、符嘉茵、 

房潤璟、張嘉欣、何詠琪 

崇拜直播員： / 陳文生 / 

奉獻數點員： / 李玉明、何玉嬌、文國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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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人 各堂崇拜奉獻： $5,004.70 

午堂崇拜 *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68 人 少青崇拜奉獻： $271.70 

兒童崇拜 上午十一時正 24 人 兒童崇拜奉獻： $44.50 

小綿羊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4 人 納什一： $73,631.00 

週 

六 

AWANA 兒童天地 晚上六時三十分 43 人 慈惠奉獻： $3,439.50 

小學至中一生崇拜 下午二時正 40 人 其他奉獻： $7,795.00 

初中至高中生崇拜 下午四時正 67 人   

週六崇拜 * 晚上六時三十分 132 人   

 * 每月第一週為聖餐崇拜  總數： 501 人 總數： $90,1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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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3 日 領詩 李玉儀姊妹 馬錦怡姊妹 

1 月 14 日 講員 區建銘博士《看見與看不見》 

1 月 20 日 領詩 廖佩蓮姊妹 歐陽詠臻傳道 

1 月 21 日 講員 陳翠屏牧師《管家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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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