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9 月 29 日及 30 日 

 

守主道．作門徒 
 
 

我們相信： 

神拯救的恩典，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歷。 
  



101 事工報告(佈道)  

1. 還記得堂慶玩樂市集的回收站嗎？當天憑著大家的努力，收到的紙類、金屬鋁

罐及塑膠為數不少，已分別轉送區內拾荒婆婆和回收機構。大家以為我們只辦

一次嗎？非也。社關隊回收站將會於每個月的首星期於感恩樓開站，下一次開

站時間為 10月 6日及 7日崇拜前後，誠邀各弟兄姊妹一起養成回收習慣，「丟之

前，諗一諗」，將日常收集到的物資帶回教會，一起學習愛護上帝所創造的世界。 

2. 戶外浸禮《只因有袮》將於 10 月 28 日下午 3:00-4:30 於西貢三杯酒園藝農場

舉行，請按小組為單位填妥報名表後交到辦事處報名，截止日期為 10月 14日。

購票安排如下︰入場費用每位$30，3 歲或以下兒童免費，只需報名便可；旅遊

巴來回車票每位$50，按旅遊巴及保險要求，任何年齡均當作一位論，需要購買

車票。受浸者及輔浸者於下午 1:00 先行出發到場地，而其他參加者可以選擇下

午 1:45 或 2:10 班次出發，先到先得；回程時間約下午 4:45 至 5:00，部份班次

會途經大學火車站。由於場地開放租用車位有限，建議各位使用旅遊巴來回接

送服務，如需要預約場地車位，請親臨辦事處紀錄車牌號碼及繳交場地收費$50。 

201 事工報告(成長)  

3. 已報讀「301委身事奉」課程的肢體，請於下週日下午 2:15到 306室出席課堂。 

4. 本週日開課的「201 委身成長」課程，上課地點更改為 303 室。 

5. 青年室圖書館盤點進入最後階段，為使盤點順利完成，敬請肢體暫停外借任何

書籍，並請肢體於本週日前將較早前外借的書籍歸還於辦事處，如有任何困難，

請與辦事處聯絡。 

6. 恭賀以下肢體，於本年度一月至九月完成 201、301 的靈程跟進，表示他們願成

長的心，靈程向神又邁進一步，他們分別是：但以理區：陳炳鴻弟兄、黃潔雯

姊妹、梁雯燕姊妹；棘火區：鍾霆澔弟兄、何耀聰弟兄；祈理信區︰劉依汶姊

妹。願主繼續賜福他們生命精彩豐盛。鼓勵肢體們一同努力、互相代求守望，

齊心向主邁步。 

7. 城市綠洲—靈閱 

繁忙生活中讓我們撥一段時間疏理思慮，洗滌心靈，面見上主！ 

日期：10 月 14 日下午 2:30 地點：禮堂 

報名︰到辦事處報名，費用$10 截止日期︰9 月 30 日 

靈閱(Lectio Divina)重點是默想聖經，不是分析，而是反覆思想，過程中心

靈被神話語觸動。當我們操練靈閱時，我們是通過聖經的語言來穿越歷史和時

間，進入與上帝相遇的神聖空間，在這空間內，生命就在當下得以轉化。 



8. 因颱風關係取消的「如何建立活潑的禱告生活(祈禱一)」課程，將於 10月 27日

晚上 8 時於禮堂補課，如有問題可與辦事處聯絡。 

301 事工報告(事奉)  

9. 2019 年度的事奉申請又要開展了，今年的申請方法如下，請肢體留意： 

a.如肢體 2019 年將繼續 2018 年的事奉崗位，請填寫事奉申請表。 

b.如肢體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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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LJu4）或掃瞄以下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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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 

401 事工報告(牧區)  

10. 彩虹 A區前輩團契—十月鐵路樂悠遊 

日期：10 月 13 日(六)9:30am-1:00pm 人數：28 人(額滿即止) 

地點：大埔鐵路博物館 截止報名：10 月 10 日(三) 

集合地點：教會感恩樓 解散地點：太和港鐵站 

內容：參觀大埔鐵路博物館、太和酒樓午膳 

車費：長者 20 元、成人 30 元(酒樓自費午膳) 

報名或查詢：鄧麗華姊妹、黃明謙弟兄、黎師母        鼓勵信徒邀請長者參加 

11. 祈理信年度區聚【Young Again!】 

經典遊戲、美味小食、豐富禮物，還有開心的時刻呀！心動不如行動，立即記下： 

日期︰11 月 4 日(日)下午 2:30-5:00，午飯後齊齊來大埔海濱公園一齊玩啦! 

收費︰成人每位$20，小童免費 

截止日期︰10 月 21 日 

每個報名的小組需預備兩款小食。各組長請向許雅婷(Esther)92720347 報名及交

費，並說明所預備的小食。 

501 事工報告(崇拜)  

12. 由敬拜隊舉辦的第一期《敬拜+01》已接近尾聲，學員已完成「樂器訓練」和

「敬拜隊訓練」，他們將於 10 月 13 日下午 5：30 在禮堂舉行的「+01 SHOW」中

會有精彩演出，誠邀各位弟兄姊妹出席及支持。而第二期的《敬拜+01》現正進

行中，願主賜福學員，並將來在敬拜隊的事奉。此外，第三期的《敬拜+01》現

招募樂器導師，有志建立敬拜隊的弟兄姊妹可與黃海燕姊妹聯絡 (95115782)。 



13. 本年度第五次敬拜恩膏會將於 10月 20 日週六崇拜及 10月 21日午堂崇拜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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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由於系統更新、提升網絡保安及優化系統，原場地預約系統 fanlingspace.com

將於 9 月 30 日晚上 10 時至 10 月 1 日早上 8 時暫停運作，並於 10 月 1 日轉移

至 booking.pchurch.org.hk 繼續為大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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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淑媚 陳家章 

招待組隊長： / 王婉欣 / 

歡迎隊： 李秀玲(3 組) MJ 黃浩詩、區咏詩 

嘉賓登記員： 鍾霆澔、戴德誠 關詠茹 朱恩圖、林肇麟 

電腦點到員： 李進輝、鄧俊榮 陳植楠 劉文傑、林睿旻 

電腦投影員： 麥煒銘、李嘉明 張舜怡 李浩然、陳瑋樂、盧展程 

司捐員： 馮偉文、曹少紅 林玉清、容燕芬 / 

司捐協助員： 袁文飛、鄧丙英 陳儀檢、王海桂 
廖蔚嵐、符嘉茵、 

房潤璟、張嘉欣、何詠琪 

崇拜直播員： / 歐陽振強 / 

奉獻數點員： / 陳妙嫦、林玉清、容燕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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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人 各堂崇拜奉獻： $4,718.90 

午堂崇拜 *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66 人 少青崇拜奉獻： $367.10 

兒童崇拜 上午十一時正 31 人 兒童崇拜奉獻： $9.00 

小綿羊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6 人 納什一： $83,262.00 

週 

六 

兒童崇拜 晚上六時三十分 20 人 其他奉獻： $3,158.00 

小學至中一生崇拜 下午二時正 45 人   

初中至高中生崇拜 下午四時正 83 人   

週六崇拜 * 晚上六時三十分 141 人   

 * 每月第一週為聖餐崇拜  總數： 541 人 總數： $91,515.00 

 



崇 拜 程 序 

一. 報告…………………………………………… 主席 

二. 讀經…………………………………………… 領詩 

三. 詩歌敬拜……………………………………… 領詩 

四. 證道…………………………………………… 講員 

五. 回應…………………………………………… 講員 
 

 週六崇拜 早堂崇拜 午堂崇拜 

9 月 29 日 領詩 黃清慧姊妹 歐陽詠臻傳道 

9 月 30 日 講員 陳翠屏牧師《破鏡？重圓？》 

10 月 6 日 領詩 戚旭南弟兄 謝敏儀姊妹 

10 月 7 日 講員 陳翠屏牧師《「更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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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