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週六崇拜 2019年 8月 3日   週日崇拜 2019年 8月 4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 

敬拜提示：程序若有站立的項目，如身體不方便或長者，可選擇自由坐著 

默禱 (序樂 )  ····························································································  會 眾 

宣  召   ·························· 詩篇 72：17-19 ··································  主 席 

他的名要存到永遠、要留傳如日之久． 

人要因他蒙福．萬國要稱他有福。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是應當稱頌的． 

他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永遠．願他的榮耀、充滿全地。 

讚 美   ····················· 1.萬福源頭(普頌 118) ···························  

           2.寶貴十架 

           3.恩典之路 

會 眾 

奉 獻 
  ························· 感謝獻呈(普頌 836) ···························  

         1.主日(紅袋)  2.慈惠(藍袋) 
會 眾 

讀 經   ·························· 羅馬書 6：15-23 ······························  主 席 

證 道  ···························· 對準上帝的義僕 ····························  陳文晶傳道 

回 應 詩 歌  ································ 真實的悔改······································  會 眾 

家事分享及 牧禱 ····················································································  譚漢陽傳道 

三 一 頌  ····························································································  眾 立 

讚美真神憐憫賜恩，諸般祝福普施萬人； 

全地生靈天庭萬眾，稱頌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祝 福  ····························································································  眾 立 

殿 樂   ····························································································   眾 立 

 ─ 散 會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活泉堂 
 作主門徒  成主忠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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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及禱告事項※ 

1.歡迎 

 歡迎弟兄姊妹和每一位初次參加敬拜的親友，願主賜福給您，常與您同在。 

2.堂會報告 

 陳文晶姑娘於 8月 1日正式加入活泉堂成為傳道同工，深盼弟兄姊妹都繼續

以禱告支持她，在教會服事主耶穌，牧養祂的群羊。 

 六月份收入： 453,715.24  六月份支出： 373,278.13 

六月份盈餘： 80,437.11   本年度累計 盈餘： 62,148.92    

詳情請瀏覽禮堂後方 S1 壁報板，如個別肢體需要收支表列印本，請向幹事

索取。 

 優化西岸儲存空間行動 

為了配合教會各項事工的新發展，就西岸的儲物空間的運用需要重新進行

規劃以作配合。 

有見及此，請各部、各單位（包括團契、小組）及有關肢體在 8 月 11 日前 

就存放在 707、708 及 712 在各櫃內或地上的物品完成清理（建議大家可考

慮以斷捨離的原則來作篩選）及標示需要留下的物品是屬於那個單位。 

若沒有標示的話，即表示這些物品不屬於任何單位，可以棄掉或另行處

理。隨後，教會會再按各單位的情況，重新分配儲物空間，以配合事工的

發展。        

 Go 小暑期福音營 

日期：8 月 24-26 日(六至一)  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   費用：$100 

對象：升小四至小六學生 名額：35 人   報名：穆姑娘    

3.敬拜部 

 恢復粵語敬拜-共建專輯(Vol.4) HK WORSHIP I 

恢復粵語詩歌敬拜文化運動，是由一群粵語詩歌創作人在網上建立的群

組，發起恢復粵語詩歌敬拜的文化。本堂拉濶讚美應邀合作，其作品「是祢

恩典」收錄在他們最新專輯內。歡迎肢體訂購雙 CD 專輯和五線譜歌本，詳

情請向幹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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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傳道部  

 「栽培一家親」交流會   日期：2019 年 8 月 18 日 

時間：11:45~13:00     地點：副堂 707 室 

目的：透過交流會認識個人栽培的好處，從而成為有活潑生命力的基督

徒，並更加投入活泉堂這個大家庭。 

誠邀以下會友出席： 

1. 在 2016 年起參與活泉堂崇拜，而未接受過一對一［栽培八課］； 

2. 關心栽培的合格栽培員； 

3. 想接受訓練成為栽培員。 

*請按感動参加 2019 年 8 月 8 日晚上 7:30 祈祷會，一起為栽培事工禱告* 

5.差傳部 

 泰北短宣隊員正為短宣經費籌款，金額為每人港幣六千元，可為隊員的分享

和對神的供應有信心祈禱。 

6.祈禱會 

 日期：8 月 8 日(四)  時間：晚上 7:30-8:30 地點：西岸 707 

  內容：為教會的栽培事工  負責： 蔡小芬姊妹 

7.代禱事項 

 差傳代禱事項 

1.為 8 月 9 日至 18 日的泰北短宣隊禱告： 

願成員有健壯的身心靈，求主預備一個謙卑學習的心，在訪宣過程有屬靈

領受及生命成長。 

2. 為短宣團隊的同心合一，籌備不同工作坊：攝影﹑烹飪﹑語文﹑探訪當地

鄰舍，求主絡他們智慧與他們交流及見證。 

3. 為堂會未來的差傳工作籌備及推展，第 40 屆差傳年會之籌備禱告，讓會

眾更了解支持單位及工場及世界各地未得之民的需要的需要，知道如何關

心他們。 

 短宣祈禱日程 

3/8 為黎浩勤、孔敏婷、雷淑琴出發前後的工作能妥善安排祈禱。 



  P.5  

4/8 求神保守雷淑琴父母的健康，特別的短宣期間，讓她與Ken都安心及專

注短宣。 

5/8 求神為我們開路，可以認識當地穆斯林朋友，讓我們有機會向他們介紹

我們的信仰 

6/8 求神預備劉倩瑜的心，好讓她專注在短宣上，暫時忘卻煩惱。 

7/8 求主讓何訊鍵在短宣有謙卑服侍人、愛人的心，學習更懂得倚靠神。 

8/8 求主讓何訊業能專注在短宣，並且能夠在短宣中服從領隊和宣教士。 

9/8 出發！求神給我們交通順利，航班沒有延誤，按時到達；亦願主的平安

的旨意在我們團隊中間。 

10/8 早上打藍球，認識顧念瞳的鄰居及宰牲節。 

求主給弟兄們精神早起，與年青人打藍球，建立關係；亦保守我們的

心，在進入穆斯林的地方時謹慎。 

8.肢體消息 

 本堂會友何永業弟兄及何劉少媚姊妹的女兒何婕妤，於 2019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三午夜之前自然分娩誕下女嬰，女婿 Roberio 在過程之中一直陪伴，

母女平安，幾天之後可能出院，於何氏夫婦家中坐月一段時間。他們一家

多謝各位關心支持，及感謝上帝恩典。 

9.牧者行踪 

 李明麗傳道請病假直到 9 月 3 日。 

 劉美玲傳道於 8 月 3 日參加親密之旅小組長培訓工作坊課程。 

 譚漢陽傳道於 8 月 9-18 日參與泰北短宣。 

※活愛堂分堂消息※ 

1. 上主日舉行第一次幼兒崇拜：有兩個家庭參加，共 5 位小朋友出席，騰出

3 位家長參加成人崇拜。下次幼兒崇拜將於 8 月 18 日舉行，鼓勵帶著幼兒的

家庭參加。 

2. 2019 年 8 -11 月事奉人員編排已根據大家意願更新了，並已張貼及電郵送

出，若仍有掉動，請自行安排並即場修改，事後通知牧師。 

3. 飛 Book 畢業禮：今天下午 5:00~7:30,(禮成共享愛筵) 地點:恩福堂 邀請

各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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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差傳主日暨差傳年會：已順利進行，即時已有 18 位會眾立志回應如下： 

  人次總數 金額總數 

代禱 10 
 

參與 3 
 

一次奉獻 6 8,390 

每月奉獻 10 2,310 /月 

獻身 0 
 

總數 18 36,110 

若填妥回應卡可直接交梁牧師。 

5. 崇拜(音投)人員訓練及研討：時間 18/8(日)2:00-2:30pm; 請現任及有志在

這些崗位事奉肢體依時出席。 

 6. 少年暑期活動：請向彭灝凌福音幹事查詢報名 

內容 日期 地點 收費 狀況 

少年游泳訓練班 1，3，6，8，10/8 李鄭屋游泳池 150元 接受報名 

野外露營 25~27/8 待定 100元 接受報名 

6 青小組 逢週六 活愛堂 免費 歡迎 

7. T Park 半天遊  「動．喜．來」組(前身單身組)主辦 日期 : 8 月 24 日(六) 

報名及詳情：請參閱 whatsapp Woot Oi 群組。名額 21 人，先到先得。 

※會外消息※ 
港九培靈研經會 2019 年 8 月 1-10 日 

上午 9:30-10:45 研經會  講員：莊達睿牧師  

中午 11:15-12:30 講道會 講員：蕭壽華牧師 

晚上 7:00-9:10 奮興會    講員：吳振智牧師 

現場同步直播地點：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地址:荔枝角長沙灣道 789 號恩福中心 

中華聖潔會                地址:九龍深水埗懷惠道 18 號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九龍迦南堂  地址:深水埗大埔道 70 號太子中心一樓 

學基浸信會         地址:深水埗元州街 162 號 

宣道會美孚堂         地址:美孚新邨第八期商場三樓宣美自修中心 

視障人士福音中心            地址:九龍大坑東村東海樓地下 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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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分享－－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譚漢陽傳道 

 上星期崇拜唱了詩歌《使我作你和平之子》，歌詞中說：「使我作祢和平

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祢的愛；在傷痕之處播下祢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

心。」心裡不禁歎息起來，今天作基督徒何等不容易！ 

 我們可以不求，當每天收到大量短片「揭露真相」，不少名人或市民從不

同角度分析，我們或多或少聽/看進了去，有時甚至擊案讚嘆，巴不得與好友

奇文共賞，然而，我們同時接收了別人的角度和思考方式，卻拒絕教會在面

對政治方面有任何教導或提醒，不覺得教會有任何置喙空間。我們用甚麼方

式或角度來理解現今世界？ 

 我們可以不求，只要我們戒絕不上網，就算上網對一切衝突、邪惡和各

種令人激動不已的事情都視若無睹，回到家庭、教會絕口不提，彷彿衝突從

不存在一樣，但內心卻積聚憤怒不滿，卻不斷壓抑自己心情、思緒。 

有時我們就在兩者之中搖擺，我們不求，是因為我們少信還是覺得口不

應心？沉默有時不是如坊間所言的助紂為虐，而是不知所措，無所適從。 

 在充滿憎恨、敵意、不信任的環境中，如何幫助醫治別人和自己的傷

口？如何在對別人感到傷心失望時，仍因著對主耶穌基督的信靠，要伸出手

去幫助和溝通？如何聆聽和愛身邊有需要的人？和平之子，讓我們靠著聖靈

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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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各單位人數 

活泉堂崇拜               活愛堂崇拜            祈禱會 

晚堂崇拜 48 人 

早堂崇拜 146 人 

幼兒崇拜 18 人 

兒童崇拜 21 人 

青年崇拜 14 人 
 

主日崇拜 49 人 

週五崇拜 27 人 

少年崇拜 2 人 
 

 

  總人數：247 人 總人數：78 人       8 人  

聖餐：(晚堂)42 ／ (早堂)130 

 主日學 團契 

幼兒級 13 人  老師 10 人 

小學級 19 人  成人級 25 人 

     

     
 

婦女組 8 人 
 
Go 小團 4 人 

青少團契 6 人  以馬內利團 4 人 

   以勒團 12 人 
 

總人數：67 人     總人數：   34 人 

奉獻 

經常費 

週日獻金 2,841.00 

週六獻金 642.00 

信徒月獻 60,899.30 

感恩奉獻 2,520.00 

 
66,902.30 

 

專款 

慈惠 00.00 

擴堂  500.00 

主日鮮花 00.00 

西岸副堂 50.00 

每月額外 1,500.00 

其他 00.00 

雜項 00.00 

 
2,050.00 

 

差傳 

本堂宣教士 3,500.00 

差傳 6,900.00 

 
10,400.00 

 

7 月份經常費奉獻累積金額共 $290,3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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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事奉人員 

 本主日 下主日 

 週六(3/8) 週日(4/8) 週六(10/8) 週日(11/8) 

主席 蘇偉儀姊妹 張偉豪弟兄 譚凱珊姊妹 朱佩儀姊妹 

講員 陳文晶傳道 盧炳照牧師 

招 待 長  宋艷嫦姊妹 郭志聰弟兄 宋艷嫦姊妹 祁寶齊姊妹 

招 待 員  陳嘉敏姊妹 

崔婉儀姊妹 

黃海昌弟兄 

梁建輝弟兄 

徐寶清姊妹 

吳淑琪姊妹 

張菊花姊妹 

李承恩弟兄 

林賽鳯姊妹 

謝國星弟兄 

音響操控 潘永泉弟兄 歐其祥弟兄 謝志剛弟兄 蔣麗萍姊妹 

投影操控 梁宇軒弟兄 梁詠詩姊妹 謝志剛弟兄 賴子聰弟兄 

司琴 /伴奏 李千彤姊妹 李千彤姊妹 李千彤姊妹 趙曉芳姊妹 

當值執事 譚加駿弟兄 何啟泰弟兄 宋艷嫦姊妹 祁寶齊姊妹 

聖餐襄禮 -- -- -- -- 

主日插花 湯月珠姊妹 黎紅桂姊妹                                   

幼兒崇拜(日) 
黃鑾香姊妹 林達成弟兄 

謝欣欣姊妹 丁輝龍弟兄 

畢潔榮姊妹 林達成弟兄 

蘇惠玲姊妹 呂碧珊姊妹 

兒童崇拜(日) 周偉明弟兄 鄭麗華姊妹 何嘉雯姊妹 鄭麗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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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各單位聚會 

日期 團契 內容 負責人 

07-Aug-19 星期三 但以理團 Wing 短宣分享 楊穎麗 

07-Aug-19 星期三 迦勒團 參加港九培靈會 詹永倩, 姚明輝 

09-Aug-19 星期五 婦女小組 參加港九培靈會 / 

09-Aug-19 星期五 雅歌組 參加港九培靈會 譚漢陽傳道 

10-Aug-19 星期六 以勒團 查經 林建亨, 何立翹 

11-Aug-19 星期日 Go 小團 Mission is Possible! 莫雅儒, 梁景峯 

11-Aug-19 星期日 青少年團契 為泰宣禱吿 劉梓濠 

青年崇拜事奉人員 

 本主日(4/8) 下主日(11/8) 

講員 李健明牧師 梁念生弟兄 

主席 何曉晴 楊穎麗 

司琴/司他/敬拜 黃曉晴 潘曉瑜 

招待 張皓一 張歌兒 

音響及投影 劉倩瑜 陸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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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代禱之頁  

姓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 寫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感恩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禱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衆肢體禱告記念    請□牧者私禱記念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後可交譚漢陽傳道、李明麗傳道、劉美玲傳道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活泉堂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 Woot Chuen Church 

地址：九龍長沙灣元州街 298 號海旭閣一樓  電話：2386 0313  傳真：2729 4895 

Add：1/F, Grace Court, 298 Un Chau Street, Cheung Sha Wan, KLN. 

副堂：九龍長沙灣元州街 290-296 號西岸國際大廈七樓 

Add：7/F, West Coast, International Building, 290-296 Un Chau Street, Cheung Sha Wan KLN. 

電子郵箱：info@wootchuenchurch.org 

顧問：盧炳照牧師 

 
網址：efcc.wootchuenchurch.org 

堂主任：譚漢陽傳道(電話 2307 9002) 

傳 道：劉美玲傳道(電話 2307 9330)  幹事：歐陽妙如女士 

    李明麗傳道(電話 2307 9323) 

 

 幹事：穆祥懿女士 

部份時間事務員：曹鶯鶯女士 
 

本堂聚會一覽表 

週六崇拜(成人) 下午 5:30 

主日崇拜(成人) 上午 10:00 

聖餐崇拜 每月第四週 
 

青少年崇拜 上午 10:00 

幼兒崇拜(幼稚級) 上午 10:00 

兒童崇拜(小學級) 上午 10:00 
 

Go 小團           逢週日上午 11:45 

青少年團契     逢週日上午 11:00 

主日學(成人) 上午 11:45 
 

堂會祈禱會       逢星期四晚上 7:30 

  

詩班練習 逢週六下午 2:30 

拉闊讚美練習 逢週四晚上 8:30 

 

但以理團(青年) 逢週三下午 7:30 

以勒團(青年)            逢週六下午 2:30 

以馬內利團         每月第一、四週日下午 1:30 

以利亞團(成青) 每月第三週五晚 8:00 

已婚團 

  成人組 每月第一主日下午 1:30 

  雅歌組 每月第二週五晚上 7:30 

   Grace Journey 每月第三主日下午 1:30 

  心 Square 每月第一、三週六晚 6:30 

開心媽咪組          每月第三主日下午 1:15 

婦女小組 逢週五上午 10:00 

迦勒團(長者)    每月二、四週三上午 10:30 

讚美操                   逢週六早上 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