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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事工報告(佈道) 

1. 第二十一屆陽光學堂將於 9月 21日至 10 月 19日逢星期六晚上 6:30-8:30 舉行，

此乃小學家長福音事工的年度重點，主要服侍靳茂生小學的一、二年級家長。現

招募事奉人員，包括帶組組長、助手及總務，有意參與者請於 9 月 8 日前聯絡許

傳道。 

2. Mandy 所屬的機構——環球宣愛協會所服侍的幾位柬埔寨貧困大學生，他們由農

村到大城市讀大學，卻沒有電腦可用。為幫助他們學習及提升技能，若肢體能捐

出二手電腦（需能作一般文書），可交給辦事處。如有查詢請聯絡梁玉燕傳道，

讓我們一起參與宣教工作！ 

3. 「宣教士週日祈禱會」將於下星期日（9 月 8 日）早堂崇拜後在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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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會外課程推介—香港讀經會每月讀經專題講座 

「看如無有」的榮耀一《哈該書》研讀 

日期及時間︰9 月 6 日(五)下午 7:15-9:00 

講師︰黎兆榮傳道 

回應歷史之主的召命—《歷代志》研讀 

日期及時間︰10 月 4 日及 11 月 1 日(五)下午 7:15-9:00 

講師︰龍胡啟芬女士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旺角弼街 56 號基督教大樓 2 樓禮堂) 

報名及詳情，請參閱教會壁報板 

5. 已報讀「五旬宗信仰淺介」課程的肢體，請於下週六(9 月 7 日)晚上 8:00 到 306

室出席課堂。 

6. 「信仰對談」將於 9 月 15 日下午 2:00 於 109 室舉行。是次大會分享題為：犯罪

與犯法。除大會主題外，另設有 2 個名額讓肢體按感動自設題目，於當日分享。

邀請報名肢體，預先就大會及肢體所設題目，多點探索了解，以豐富當日的討論。

大家可於教會壁報板報名，費用全免，名額 20 人，額滿即止。 

 



7.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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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課程收費$10；截止報名日期後才遞交申請者，加收$10 行政費）。在截

止報名日若報名人數少於 7 人該課程將會取消。 

課程名稱 教師 堂數 開課日期 上課時間 截止 

301 委身事奉課程 陳佩琪牧師 1 13/10(日) 2:00-6:00pm 29/9 

經科(哥林多前書) 黎永明博士 6 
3-17/11、 

1-15/12(逢週日) 
2:15-4:15pm 20/10 

研經 OIA 梁玉燕傳道 5 
9/11、23/11-
14/12(逢週六) 

8:00-9:30pm 26/10 

301 事工報告(事奉)  

8. 社會上的人際關係日漸疏離，我們要繼續建立與街坊的關係，主動聆聽與關心他

們。9 月 8 日(日)我們會繼續落區，以行動向街坊表達我們和耶穌對他們的重視

與關愛。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參與，截止報名日期為 9月 3日(二)。 

報名：https://qrgo.page.link/oWpMy 

查詢：祈理信區 Paula (95111190)或棘火區 Agnes(60861841) 

關里事行動 日期及時間 集合地點 

酥皮奶黃月餅製作 9 月 8 日下午 12:30-2:00 應許樓客廳 

上水落區 9 月 8 日下午 2:00-5:00 應許樓客廳 

9. 《9 月回收站特別通告》 

為方便大家回收月餅盒，9 月回收站將會有特別安排，詳情如下： 

日期：9 月 21、22 日(六、日) 

時間︰週六崇拜、早午堂前後半小時  

回收項目：只收紙類、塑膠、金屬（不設其他資源分享區） 

溫馨提示： 

1.膠樽器皿/金屬鋁罐記得請先清洗淨和風乾 

2.回收站事奉人手不足，需要你們來參與，有感動的弟兄姊妹，請聯絡阿君

(9785 6097)或英傑(9502 7748) 

 



401 事工報告(牧區) 

10. 彩虹、樂活、以馬內利區領袖日營—領袖 Go！Go！Go！ 

日期：9 月 22 日(日)     收費：$50(午餐費用) 

時間及地點︰12:00-1:15pm 陰雨操場聚餐；1:30-5:00pm 禮堂 

對象：三區事奉者(區主任、組長、站長、探訪員、代禱員) 

目的︰建立愛神、愛人、彼此支持的事奉團隊 

內容：敬拜、見證、集體遊戲、分組…… 

報名：9 月 15 日前向組長及站長報名及交費 

查詢：李愛娣(Emen)/李復嫦(Claudia)姊妹 

11. 黎師母將會轉為半職同工，部份工作將由歐陽詠臻牧師接任，兩人之新工作安排

如下： 

牧區 區牧 

彩虹區、前輩團契 歐陽詠臻牧師 

以馬內利區 黎師母、歐陽詠臻牧師 

樂活區 黎師母 

此外，歐陽詠臻牧師仍會繼續擔任週六兒童教會主任，而週日兒童教會則由梁玉

燕傳道負責，願神大大賜福及保守三位同工。 

12. 為方便聯絡，兒童教會由本學年開始，將進行小朋友資料更新，

請家長掃描右方 QR code 或登入以下 google form 地址︰

https://qrgo.page.link/AV9GN，以進行資料登記。 

13. 9 月新學年起，兒童教會場地將有新安排如下，敬請各位家長垂注︰ 

 小豆苗 小果園 J-kids 

週六晚堂 / 204 206 

週日早堂 205 204 206 

週日午堂 205 / 206 

辦事處消息  

14. 4 月份仍有 1 筆 260 元奉獻項目未收到櫃員機入數紙，有勞盡快將相關收據交回

辦事處以作記錄。 



15. 本會將訂購 2020年掛曆贈予各肢體，有興趣的肢體請到禮堂外壁報板登記，截止

日期：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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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雅琳 何淑媚 朱健輝 

招待組隊長： / 王婉欣 / 

歡迎隊： 李秀玲(3 組) MJ 梁雪兒、黃宇為 

嘉賓登記員： 李國軒、陳彥璋 林雅茵 簡志生、李嘉偉 

電腦點到員： 黃永樂、鄭嘉瑩 鄭慧娜 林家進 

電腦投影員： 謝睿成、陳文蔚 黃婉儀 簡志生、李嘉偉 

司捐員： 蔡綺雲、鄧丙英 林玉清、容燕芬 梁雪兒、黃宇為 

司捐協助員： 吳子永、何詠琪 陳儀檢、王海桂 羅銘惠、彭芷筠 

崇拜直播員： / 歐陽振強 / 

奉獻數點員： / 陳卓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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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午十時正 
250 人 

各堂崇拜奉獻： $4,977.30 

午堂崇拜 *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少青崇拜奉獻： $463.30 

早堂兒童崇拜 上午十時正 
40 人 

兒童崇拜奉獻： $0.00 

午堂兒童崇拜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納什一： $65,799.00 

週 

六 

兒童崇拜 晚上六時三十分 5 人 其他奉獻︰ $1,453.00 

小學至中一生崇拜 下午二時正 
156 人 

  

初中至高中生崇拜 下午四時正   

週六崇拜 * 晚上六時三十分 129 人   

 * 每月第一週為聖餐崇拜  總數： 580 人 總數： $72,6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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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1 日 

9 月 1 日 

領詩 黃清慧姊妹 龍梓盈姊妹 

講員 
許雅欣傳道《為真道打美好的仗》 

經文︰提摩太前書 6:11-16 

9 月 7 日 

9 月 8 日 

領詩 戚旭南弟兄 馮文傑傳道 

講員 

王一平牧師 

《請給我一個機會》 

經文︰待定 

黎岑鳳英師母《為耶路撒冷哀哭》 

經文︰路加福音 19:41-44 

 

 

 

 

 

 

 

 

 
 
 

堂主任： 陳翠屏牧師 60507095  傳道： 黎岑鳳英師母 93747751 

傳道： 梁玉燕傳道 96248666  牧師： 歐陽詠臻牧師 93609316 

傳道： 馮文傑傳道 98745455  牧師： 陳佩琪牧師 60230414 

傳道： 許雅欣傳道 96308196  牧師： 梁瑞玲牧師 60827180 

傳道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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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查經材料                                                                               組員版 

馬太福音 21:12-17 

12 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裡一切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

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 

13 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他成

為賊窩了。 

14 在殿裡有瞎子、瘸子到耶穌跟前，他就治好了他們。 

15 祭司長和文士看見耶穌所行的奇事，又見小孩子在殿裡喊著說：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就甚惱怒， 

16 對他說：這些人所說的，你聽見了嗎？耶穌說：是的。經上說你

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讚美的話，你們沒有念過嗎？ 

17 於是離開他們，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裡住宿。 

扇形結構︰ 

第 12 節與第 17 節 對比︰ 

＿＿＿ 聖殿 vs＿＿＿ 買賣

的人 

＿ ＿ ＿  聖 殿 vs 進 入 

＿＿＿＿＿ 

引言︰交代當時的情

景 

第 14 節與第 15 節 對比︰ 

做買賣的人被＿＿＿vs 病

人和小孩子＿＿＿ 

留在＿＿＿的人，彷

彿就是神所＿＿＿的

人 

第 13 節與第 16 節 重覆︰ 

耶穌同樣引用＿＿＿經文 

間接解釋耶穌發怒的

原因 

 



 

1. (O)耶穌進入神的殿之前發生了什麼事呢？ 

2. (O)第 12 和 17 節，提及到耶穌分別作出了甚麼行動？ 

(I)第 12 節，為何耶穌作出這事呢？ 

3. (I)第 13 和 16 節中耶穌的說話內容，分別是針對哪些人呢？ 

4. (I)你認為耶穌在整段經文中，引用舊約經文的原因是甚麼呢？祂的

用意是甚麼呢？ 

5. (O)在整個潔淨聖殿的過程中，哪些人被耶穌趕出？哪些人卻留在聖

殿裡呢？耶穌對留在聖殿的人作了甚麼事呢？ 

6. (I)你認為祭司長和文士為何惱怒呢？ 

7. (I)你認為耶穌留下瞎子、瘸子、小孩子在聖殿中的意義是甚麼呢？ 

8. (A)經文中出現過做買賣的人、祭司長和文士、瞎子、瘸子、小孩子，

試分享哪一個身份的信仰經歷較為與你相似呢？ 

9. (A)在你的生活之中有出現過(瞎子、瘸子、小孩子)這些被邊緣的人

嗎？你如何幫助他們呢？或是對於你而言，有何困難呢？ 

10. (A)檢視自己來到神的殿面前的時候，你的心態是怎樣的呢？例如親

近神的時候是否存着謙卑的心還是不情不願地做呢？試分享。 

 

  



 

講題：為真道打美好的仗 

經文：提摩太前書 6 章 11-16 節（和合本） 
 

11 但你這屬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敬虔、

信心、愛心、忍耐、溫柔。  

12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

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  

13 我在叫萬物生活的神面前，並在向本丟彼拉多作過

那美好見證的基督耶穌面前囑咐你：  

14 要守這命令，毫不玷污，無可指責，直到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顯現。  

15 到了日期，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

之主，  

16 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裏，是人未

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要將他顯明出來。但願尊貴

和永遠的權能都歸給他。阿們！ 
 

1. 我們是屬神的人 

 不是屬世界，與世界有分別，甚至有張力 

 要「逃避」，因為試探是很誘人的 

 「這些事」－任何使我們失焦、偏離基督的事物 

 

2. 我們要打美好的仗 

 竭力打仗 v.s. 找 min. pay 的信仰 

 真道－信仰的純正，維護真理 

 包括福音佈道及社會行動 

 屬神的人的生命質素：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

耐、溫柔； 

毫不玷污，無可指責 



 

 

3. 我們終需向主交賬 

 守這命令的時限是：直到主耶穌基督再來 

 非「只此一次」（once and for all），而是終生

（lifelong）都為此竭力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

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前 4:18） 

 

反思： 

1. 你的信仰生命，是在「為真道打美好的仗」，抑或是在

「找 min. pay」？你在這狀態多久了？ 

2. 有什麼事物使你容易失焦、偏離基督？ 

3. （開放自己、聆聽聖靈的聲音）神呼召你如何為真道打

美好的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