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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事工報告(佈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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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捐出二手的手提電腦（需能作一般文書），請先進行「原廠設定」，然後交給

辦事處。不懂原廠設定的操作，可由辦事處代辦。如有查詢請聯絡梁玉燕傳道，

讓我們一起參與宣教工作！ 

2. 由於現況不穩定，經由核心全面評估後，原訂於 9 月 12 日至 19 日舉行的雲南

探訪團將會延期，暫定在十月中再作評估。請弟兄姊妹為此祈禱和守望，讓宣

教由禱告開始！ 

3. 10 月份將有兩場福音聚會《生命有 take 2》舉行，分別是 10 月 12 日週六晚

堂崇拜 6:30-7:45、10 月 13 日主日午堂崇拜 11:30-12:45。是次聚會邀請了

嘉賓鄧淑儀小姐(阿旦)與我們分享她的信仰經歷。多年前，朱茵和黃貫中在

《生命揸 Fit 人》一片中，飾演吸毒者男女主角，那打白粉針的情景，教人膽

戰心驚，而這片段的「真人版」男女主角正是已為人父母的鄧淑儀(阿旦)和李

漢文(阿文)。現在已擁有一個幸福家庭的阿旦，不但成功戒毒，還經常與丈夫

阿文一起擔任義務工作，以過來人的身份，勸喻吸毒者遠離毒品，重新做人。

在人生路上的高低起跌，都叫阿旦經歷了上帝的處處恩典。現誠邀各位帶同佈

道對象參與聚會，讓他們都能認識上帝恩典的豐盛。 

201 事工報告(成長)  

4. 「火約、棘火區初信栽培員訓練」課程完成名單已張貼在禮堂外壁報板，請學

員自行查閱，並到辦事處旁「少青教會收集箱」取回功課，如有問題可向辦事

處查詢。 

5. 會外課程推介 

環球聖經公會課程—信徒召命與生涯規劃 

日期︰10 月 17-31 日(逢週四) 

時間︰晚上 7:30-9:3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九龍佐敦道 23-29 號新寶廣場 17 字樓) 

講員︰胡傑興牧師(協基會恩慈堂牧師) 

報名及詳情，請參閱教會壁報板 



301 事工報告(事奉) 

6. 2020 年度的事奉申請又開展了，本年度的申請方法如下，請肢體留意： 

a.如肢體申請或退任 2020 年的事奉崗位，須填寫事奉申請表。 

b.如肢體 2020 年將繼續 2019 年的事奉崗位，毋須填寫事奉申請表。 

邀請弟兄姊妹先行禱告，好好領受從神而來的呼召，並以實際的崗位事奉來回

應。事奉申請可到網址（https://qrgo.page.link/RxJHC）或

掃瞄右方 QR code申請，亦可於辦事處索取並遞交事奉申請表。

截止申請日期為 10 月 6 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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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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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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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登入以下 google form地址︰https://qrgo.page.link/AV9GN

或掃描右方 QR code，以進行資料登記。 

10. 由 9月 22日起，週日早堂 J-kids(小一至小六)集隊地點將由地下操場改為 206

室，集隊時間維持十時正。敬請家長及照顧者留意，一起建立孩子的守時態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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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為安全起見，敬請家長於上午 11:15 分，按以下的分班地點接送參與早堂 J-

kids 的小一至小三孩子：小一︰206 室、小二︰202 室、小三︰203 室。 

而小四至小六的分班地點分別為 201 室（女孩子）及 303 室（男孩子），分班

後同樣時間，孩子可自行離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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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飛躍區 

今次為大家預備了一系列籃球競技活動，歡迎邀請三五知己一同參加。 

日期：10 月 6 日(日)下午 2:00-4:00  地點：教會操場 

競技項目：五人籃球賽、三人籃球賽、三分賽、上籃速度賽 

報名及查詢：Fungmei 或 Hoiman 

截止報名日期：9 月 29 日 

501 事工報告(崇拜)  

15. 香港社會近月狀況使人心惶惶，教會當為這城守望。由今週起，於各堂崇拜後

隨即會有三人祈禱時間，讓我們同心為香港守望，請各肢體預留時間參與。 

辦事處消息  

16. 4、8 月仍有 3 筆奉獻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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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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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肢體如需在非教會開放時段停泊車輛於學校停車場，必須透過辦事處向校方申

請許可證。在申請獲校方許可後，將獲學校發放「臨時泊車證」並於停泊期間

放在車頭當眼處以資識別。如未有提前向校方申請，學校會視作違規停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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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偉文 曾偉卓 陳家章 

招待組隊長： / 伍俊威 / 

歡迎隊： 李愛娣組 A1 組 黃浩詩、區咏詩 

嘉賓登記員： 許家寶、陳文蔚 陳秀芳 林肇麟 

電腦點到員： 梁芷晴、李進輝 陳植楠 林睿旻 

電腦投影員： 劉倩敏、李采瑤 曾兆霖 吳煒倫 

司捐員： 黃霆、曾子良 陳妙嫦、卓韻婷 符嘉茵 

司捐協助員： 王敏怡、計逢時 陳文生、李復嫦 廖蔚嵐、黃宏遇 

崇拜直播員： / 歐陽振強 / 

奉獻數點員： / 陳妙嫦、周柳群、麥慧嫦 / 

 

 聚會 聚會時間 上週崇拜出席 上週奉獻金 

主 

日 

早堂崇拜 * 上午十時正 114 人 各堂崇拜奉獻： $3,317.60 

午堂崇拜 *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80 人 少青崇拜奉獻： $0.00 

早堂兒童崇拜 上午十時正 27 人 兒童崇拜奉獻： $3.00 

午堂兒童崇拜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13 人 納什一： $79,084.00 

週 

六 

兒童崇拜 晚上六時三十分 10 人 慈惠奉獻︰ $550.00 

小學至中一生崇拜 下午二時正 
132 人 

其他奉獻： $3,250.00 

初中至高中生崇拜 下午四時正   

週六崇拜 * 晚上六時三十分 161 人   

 * 每月第一週為聖餐崇拜  總數： 537 人 總數： $86,2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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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4 日 

9 月 15 日 

領詩 廖佩蓮姊妹 謝敏儀姊妹 

講員 
陳翠屏牧師《他能保守》 

經文︰提摩太後書 1:1-18 

9 月 21 日 

9 月 22 日 

領詩 黃清慧姊妹 馬錦怡姊妹 

講員 
梁玉燕傳道《流淚中的堅忍》 

經文︰耶利米書 8: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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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封代禱信交代我們在德國服侍一個頗大的轉變，並和大家分

享在各地服侍的點滴。 

轉變 

我們預備 9 月底從北德搬到南德服侍。事緣這兩年多來，來北

德服侍的同工增多了，幾家華人教會和查經班都有牧者照顧。我們

希望在有需要的地方服侍且不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羅 15:20)；有一

次在一個歐洲宣教群組得悉巴登-符騰堡州鄰近黑森林的大學城弗

賴堡(Freiburg im Breisgau, Baden-Württemberg)的負責同工的丈

夫患病，她無力照顧查經班而呼籲急需宣教士協助。另外，我們的

小兒子在漢堡的中學仍然適應不了，加上德文不好，生活圈子狹窄，

影響他的發展。後來得悉黑森林有一所口碑不錯的宣教士子女學校，

我們便嘗試替他申請。感謝神，結果被取錄了，但從那裡坐巴士或

火車回漢堡要 8 至 10 多個小時，令我們到那裡服侍的念頭再起。

於是我們接觸弗賴堡那位姊妹，並藉探訪學校的機會安排一次在查

經班服侍，雙方都覺得很適合，並且我們還可以兼顧鄰近的工場，

我們還趁那次短暫的停留找到了房子。一切都印證神的預備，我們

欣然順服。很多謝工場督導吳振忠牧師過去給我們的照顧和服侍的

機會，遺憾的是對於一直由我們主力照顧的呂貝克查經班的弟兄姊

妹兩年多來已建立了不淺的關係，另漢堡、不萊梅和基爾的弟兄姊

妹也是。他們聽到這個消息後也感到依依不捨及為我們祝福。 

服侍 

過去大半年定邦馬不停蹄到德國不同華人教會和團契服侍：主

領聖經講座、崇拜講道、帶領查經班和主日學，人數從幾位到 200

、



不等。當中包括：馬爾堡團契及吉森團契（每兩個月一次，因為這

兩個城市較近—週五晚及主日在馬爾堡查經，崇拜講道及主日學，

週六全日則在吉森有聖經講座、崇拜講道及慕道學生查經，每次去

都是連續 3 日服侍及輔導一些弟兄姊妹）；魯爾區教會（於波鴻及埃

森兩個聚會點有聖經講座和講道）；和杜塞爾多夫教會，並一些過

往從未到過的地方：萊比錫、馬格德堡及布倫瑞克等等。這些大部

份是細小的教會和查經班，因為他們的牧者忙得分身不暇，所以需

要仍然很大；其中人數最多的杜塞爾多夫華人教會全職同工只有一

對牧師夫婦，恆常聚會人數卻近 200 人，即使有短期服侍隊幫忙也

屬杯水車薪，偶爾需要我們外援。 

留宿 

由於路途遙遠，到這些地方服侍大多都要留宿一兩個晚上；某

次定邦留宿在一位弟兄的家，聽他們分享昔日來德國的唐餐館廚房

工作，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後來用積蓄及銀行貸款買下房子，並

改裝作外賣店。雖收入不多（他們是少有依法報稅的華人餐館），

卻樂也融融。兩夫婦除了定期參加華人教會，還帶女兒到德國教會

參加青少年活動，並經常開放家庭為宣教士提供食宿。在我們最近

那次服侍，弟兄因母親患病要臨時回國，留下妻兒打理外賣店；可

幸教會有位退休廚師來幫忙，渡過這艱難的時刻。我們甫抵埗見她

精神很差，到主領家庭崇拜時她終於忍不住哭出來了，於是大家一

同禱告，助她走過這段不容易的日子。那天剛好是姊妹的生日，一

位鄰居為她做了一個精緻的蛋糕，一共 6 人和她慶祝，令她破涕而

笑，令我們體會和她同行的喜悅。 

營會 

我們最近參加每年一度的同工訓練營，約有 100 人參加，講員

是新加坡神學院前院長陳世協牧師，藉馬可福音講解「作主的門



徒」，讓我們想起信仰受逼迫的國家，及在其他宗教的創啟國家的

信徒，求主憐憫，眷顧祂的子民。 

家鄉 

過去兩個多月香港因著逃犯條例修訂案弄得整個社會沸沸揚揚，

看到多次遊行和集會所引發的警民衝突，我們同樣心裡非常難受。

求主施恩憐憫，施行公義，讓雙方冷靜和平溝通。 

孩子 

我們一家趁女兒和大兒子暑假回家去了一次波蘭旅行（對上是

三年前離開香港前的暑假）。最令我們擔心的小兒子現因著國際學

校的取錄，心情豁然開朗。孩子們的成長讓我們感到十分欣慰，而

因香港的事情讓我們一家非常同心，每天吃飯時交換消息，一同為

香港禱告。 

「時候將到，我必將萬民萬族聚來，看見我的榮耀，我要顯神

蹟在他們中間。逃脫的（原文 pəlêtîm/ 逃犯，解作「餘民」），我要

差到列國去，…他們必將我的榮耀傳揚在列國中。」賽 66:18-19 
 

  
感恩及禱告需要 

 

 感謝神讓我們有機會遷往南德服侍；求主感動並差派更多

工人前來德國收取祂的莊稼。 

 祈求九月底搬家順利，之前有很多執拾，並北德以至其他

地區服侍能完成妥當。 

 求主讓小兒子在新學校能夠適應環境，並重建他對學習的

信心；另外女兒和大兒子很快便結束暑假，他們亦要幫忙

搬家，願主引領。 

 求主賜香港平安，止息紛爭和悲劇發生。 



 

 

他能保守 
 

提摩太後書 1 章 

7 因為 神賜給我們的聖靈不會使人膽怯，而會使人有能力、仁愛、審慎

自制。 

8 所以，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作囚徒的為

恥，倒要靠著 神所賜的能力，為福音的緣故與我同受苦難。  

9 神拯救了我們，以聖召呼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而是按他自己的

永恆計劃和恩典；這恩典是他在萬世以前，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10 現在因為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才表明出來；他廢掉了死亡，又藉著

福音把不朽的生命彰顯出來。  

11 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使徒和教師， 

12 現在也因此受這些苦難，但是我不以為福音受苦為恥，因為我知道我所

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守我交託你的，直到那日。  

13 你要靠著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和愛，常常堅守從我這裡聽到的，作為健

康純正話語的模範； 

14 又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保守交託你的善道。 
 

 

一.  預備自己——保守善道 

 忠信——不為自己另尋出路，認定神是唯一       。 

 你預備好面對逼迫未呢？ 

 當壓迫來臨，你能持守       嗎？ 

 靠著 基督耶穌，堅守，作為健康純正話語的       ； 

靠著 聖靈，保守，交託的       。 
 

 



 

 

二.  預備自己——持守生命 

 重要：操練生命  

 神超越我們所眼見的時間、空間，在永恆中，進行祂的計劃和恩典！ 

        ，才是最重要！ 

 因為神一直都       ，並按祂永恆的意旨、計劃在作工。 

 持守「忠信」，以神的道指導我們的行為，在整個過程中， 

       自己生命！  

 羅馬書 5:3-5「我們也在患難中歡呼自豪，因為知道患難產生堅忍，

堅忍產生經得起考驗的品格，品格產生盼望；這盼望不會令我們蒙

羞，因為 神的愛，藉著他賜給我們的聖靈，已然傾注在我們心

裡。」 

 雅各書 1:2-4「我的弟兄們，你們在遭遇各種試煉的時候，都要完全

看為喜樂，因為你們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就產生堅忍，並

且要讓堅忍發揮完全的功效，使你們可以又完全又完備，毫無缺

欠。」 

 真正的「光明」，是主！  

 他能       ，因為他是神，他掌管一切，並且他從不失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