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週六崇拜 2019年 8月 10日   週日崇拜 2019年 8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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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伯來書 13：15 ·································  主 席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 

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讚 美   ······························· 1.獻上頌讚 ·····································  

               2.十架犧牲的愛 

               3.袮讓我生命改變 

會 眾 

奉 獻   ····································· 渴慕主 ·······································  會 眾 

獻 詩 ( 早 )   ······························ 神愛,懇求降臨·································  詩 班 

讀 經   ····························· 詩篇 73：1-28 ································  主 席 

證 道  ··························神是我心裏的力量 ··························  盧炳照牧師 

回 應 詩 歌  ······························ 主祢是我力量 ···································  會 眾 

家事分享及 牧禱 ····················································································  劉美玲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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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日下午 2:30 於西岸副堂舉行 8 月份執事會牧養及執事會例會，請各執

事出席，共商聖工。 

 陳文晶傳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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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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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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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參加者可向蔡小芬姊妹報名，方便大會預備茶點* 

4.團契部 

 活泉男士聯盟   日期：8 月 23 日(五)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西岸 707室   內容：祈禱、分享、吃飯(如需替你訂飯請通知譚先生) 

歡迎活泉堂所有弟兄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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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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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祈禱會 

 本周的教會禱告會將改為前往以下聚會： 

「為香港祈禱」播道宗派祈禱會—聆聽與憐憫，於 8 月 15 日（四）晚上午

7:30 於恩福堂二樓主禮堂舉行 

 8 月第四周探訪禱告安排：8 月 22 日       

  時間：晚上(大約 7 時後,請與聯絡人了解細節) 

對象 地區 聯絡人 備註 

陳偉華（新朋友） 長沙灣區 劉美玲傳道  

朱達漢夫婦(朱倩儀父母) 太子區 陳文晶傳道  

梁穎嵐家 調景嶺 譚漢陽傳道 (改為 24/8 晚)已額滿 

8.代禱事項 

 栽培事工 

1.請為下周栽培主日的講道訊息禱告：最美好的投資 講員：劉美玲傳道 

2.求主感動大家關注教會栽培事工，並報名出席下主日崇拜後的《栽培一家

親活動》 

3.為教會已決志又未受一對一栽培的弟兄姊妹樂意接受栽培禱告。 

 短宣祈禱日程 

11-12/8 是泰國的母親節，是法定假期，即是以故皇帝的皇后生日。在此

前一天，下午在顧念瞳的學習中心，以母親節名義邀請鄰居，若鄰

居沒空來，則主內一家一起崇拜和團契，但開放給鄰居隨意出席。 

求神感動鄰居出席，藉慶祝母親節來認識信仰；亦讓我們有機會分

享聖經故事和見證。 

12/8 下午舉行烹飪工作坊：求神給我們有足夠的學生參加，與他們建立

關係。 

13/8 下午舉行攝影工作坊：求神給我們有足夠的學生參加，與他們建立

關係。 

14-15/8 參觀方縣清真寺及其宗教學堂，與師生交流，或辦英文班或中文

班。求神為我們開路，可以與當地師生進行交流，為顧念瞳團隊日

後向他們傳講福音、分享信仰的基礎。 

16/8 期望進入宗教學校進行訪問交流：未知道能否進入宗教學校，求主

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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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探訪差會辦事處：求主給顧念瞳及其團隊在工場的服侍得力。 

18/8 到當地教會主日崇拜：求主給團隊各人整理過去 10 天的經歷、得

著，復興 

9.肢體消息 

 請為短宣隊雷淑琴的媽媽禱告，她右手腫及肺有少積水，需留院治療，爸

爸氣促漸增，求主醫治及看顧 

10.牧者行踪 

 李明麗傳道請病假直到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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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主日暨差傳年會：已順利進行，若填妥回應卡可直接交梁牧師。截至

10/8 為止，共 25 人回應立志，統計如下： 

  人次總數 金額總數 

代禱 16 
 

參與事奉 5 
 

一次奉獻 9 10,990 元 

每月奉獻 13 3,930 /月 

獻身 0 
 

總數 25 58,150 元 

2. 教會資訊：7 月份堂委會議決及財務報告已張貼，請大家代禱記念。 

     7 月份總收入：  59,788 元  7 月份總支出：    88,684 元 
     7 月份不敷：    28,906 元  本年度累積不敷： 30,685 元 

3. 下主日舉行第二次幼兒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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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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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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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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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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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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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為香港祈禱」播道宗派祈禱會—「聆聽與憐憫」，於 8 月 15 日（四）
晚上午 7:30 在恩福堂二樓主禮堂舉行。誠邀大家出席。 

 

†。†。†。†。†。†。†。†。†。†。†。†。†。†。†。†。 

牧者分享--黑暗時代的見證                  劉美玲傳道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

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或作：眷顧）的日子歸榮耀給神。彼得前書 2:12 

(和合本) 

早幾年上影的『血戰鋼鋸嶺』是根據真實的歷史事實改編，講述一位基

督徒因爲信仰的緣故拒絕携帶武器，以軍醫身份參加被稱爲“20 世紀最慘

烈”的美日沖繩繩島戰役，此戰役傷亡人數超過16 萬人！戰况如此激烈，

主角道斯即使在上級下達撤退命令，所有戰友都離開時，他却為了「多救一

人」獨自留下來，他一個人手無寸鐵地憑藉一己之力，在高達約 120 公尺

的“鋼鋸嶺”攀繩來回穿梭救人，在日軍的槍林彈雨中拯救了75 名戰友，

甚至之後還醫治了其他受重傷的日本敵軍。有人問道斯爲什麽連欺負他的

人，他都待他們那麽好，他說：“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爲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太七 12) 

支持他信念的動力是禱告。魏泰德牧師描述道斯是一個在禱告中的

人，即使已經派到前線，但他每天還是在部隊的宿舍中堅持禱告。  這樣

的感人事迹，使他成爲美國首位獲得最高榮譽勛章（美國最高軍事獎章）的

反戰人士，他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沒有殺人的戰爭英雄。他說到自己自己

從軍就是要保衛國家，但他要用《聖經》的方式，不是用殺戮的方式。他的

事迹後來影響了無數的人，贏得戰友和敵人的稱贊。 

在香港現今的局勢，再思這個電影，你有留意自己也許迷失在許多負

面的資訊中嗎? 您有因為憤怒而傾向不斷改變您的底線嗎?若不常回到神的

面前照照鏡子，誰可以自持能保持清醒呢? 這個香港的大時代，同時亦是

一個神給我們信心的考驗，挑戰人像道斯一樣堅持禱告及活出聖經的真

理。相信在亂世中仍然可以選擇溫柔領受神的道，仍然可以選擇不以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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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去反擊，但又絕不懦弱。香港也有一個連續兩晚在衝突現場救人的攝

記，所救的一個是警察，一個是示威者，該攝記說：「兩個都是人命，有死

傷不值得。」生命始終是最值得珍惜的，我少年時最為感動的一篇道也提及

「命是要賣比識貨的人」：意指主覺得我們值得祂走上十架，這樣，信主的

人豈不更當為主賣命呢?今日我們又為何賣命呢? 

您是否相信神應許溫柔堅定地持守神的律法的人必承受地土，贏得不

信者的心歸向神的管治? 並最終在基督的台前得著主為一切愛慕祂顯現的

人所預備的冠冕? 當主看重的是我們的所是（being）而不是作為（doing）

時，關注自己屬靈生命的得勝更是重要的。再且，黑暗與黎明是極之相近

的，主在十架之死在當時被看為失敗，卻同時是得勝罪惡的時刻，因他開

始了彌賽亞時代。今日我們更當換一個角度，繼續以彌賽亞在我們當中的

勇敢，靠著聖靈的大能，改變這個世代的人心，為神的國過勝的生活，也

為主得人。以主再來的日子，就是您身體得贖的日子，作為我們今日的盼

望渡日。 

求主每早晨提醒我們，賜我們清心只見神的心意，雖然環境惡劣不

利，很多負面訊息，仍因與主結連而活出君尊祭司的角色： 

在虛謊中堅持誠實 

在灰心不信中鼓勵恆切禱告 

在絕望中播下天國的盼望 

在渲染撕裂中鼓勵合一 

在迷失的人中宣講「道路 真理 生命」 

在不安中活出主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眾人都以暴役暴中，仍相信公義的主宰 

以為天國「多救一人」為您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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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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人 

早堂崇拜 156 人 

幼兒崇拜 20 人 

兒童崇拜 18 人 

青年崇拜 22 人 
 

主日崇拜 46 人 

週五崇拜 19 人 

少年崇拜 2 人 
 

 

  總人數：256 人 總人數：67 人     18 人  

 主日學 團契 

幼兒級 15 人  老師 10 人 

小學級 15 人  成人級 12 人 

     

     
 

婦女組 8 人 
 
Go 小團 6 人 

青少團契 11 人  以馬內利團 15 人 

但以理團 4 人  以勒團 13 人 

心²組 18 人  成人組 9 人 
 

總人數：52 人     總人數：   84  人 

奉獻 

經常費 

週日獻金 2,462.00 

週六獻金 656.00 

信徒月獻 107,493.00 

感恩奉獻 2,200.00 

 
112,811.00 

 

專款 

慈惠 2,399.00 

擴堂  2,500.00 

主日鮮花 200.00 

西岸副堂 1,450.00 

每月額外 00.00 

其他 16,200.00 

雜項 00.00 

 
22,749.00 

 

差傳 

本堂宣教士 17,100.00 

差傳 7,080.00 

 
24,180.00 

 

8 月份經常費奉獻累積金額共 $112,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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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事奉人員 

 本主日 下主日 

 週六(10/8) 週日(11/8) 週六(17/8) 週日(18/8) 

主席 譚凱珊姊妹 朱佩儀姊妹 何嘉平弟兄 何嘉平弟兄 

講員 盧炳照牧師 劉美玲傳道 

招 待 長  宋艷嫦姊妹 祁寶齊姊妹 謝志剛弟兄 朱佩儀姊妹 

招 待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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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霞姊妹 

陳少芳姊妹 

伍惠玲姊妹 

劉詠宜姊妹 

包桂蓮姊妹 

音響操控 謝志剛弟兄 蔣麗萍姊妹 林建亨弟兄 鄭楚樑弟兄 

投影操控 謝志剛弟兄 鄭安順弟兄 林建亨弟兄 劉成輝弟兄 

司琴 /伴奏 李千彤姊妹 趙曉芳姊妹 何曉昕姊妹 何曉昕姊妹 

當值執事 宋艷嫦姊妹 祁寶齊姊妹 湯月珠姊妹 蘇偉儀姊妹 

聖餐襄禮 -- -- -- -- 

主日插花 黎紅桂姊妹                                   梁淑貞姊妹 

幼兒崇拜(日) 
畢潔榮姊妹 林達成弟兄 

蘇惠玲姊妹 呂碧珊姊妹 

何曉晴姊妹 張偉豪弟兄 

陳秀萍姊妹 陳夏萍姊妹 

兒童崇拜(日) 何曉晴姊妹 鄭麗華姊妹 陳頌民弟兄 蘇偉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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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各單位聚會 

日期 團契 內容 負責人 

14-Aug-19 星期三 但以理團 Inside Out 李鳳萍 

14-Aug-19 星期三 迦勒團 遊戲番幾番 

趙靄英, 凌潔明, 

鄭清源 

16-Aug-19 星期五 婦女小組 查經—詩 130 劉美玲傳道 

16-Aug-19 星期五 以利亞團 

查經： 

何故令勇士跌倒? 周美儀 

17-Aug-19 星期六 以勒團 Happy Sharing 譚凱珊 

18-Aug-19 星期日 Go 小團 誰是主角？ 黃偉傑, 陳卓軒 

18-Aug-19 星期日 青少年團契 出外佈道 譚加駿 

18-Aug-19 星期日 開心媽咪組 保羅的結語(加 6:1-18) 呂碧珊 

青年崇拜事奉人員 

 本主日(11/8) 下主日(18/8) 

講員 梁念生弟兄 周皓雪姑娘 

主席 楊穎麗 梁景峯 

司琴/司他/敬拜 潘曉瑜 黃曉晴 

招待 張歌兒 陳恩桐 

音響及投影 陸證恩 區靖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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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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