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週六崇拜 2019年 10月 5日   週日崇拜 2019年 10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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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3 ·······································  主 席 

稱謝耶和華！歌頌你至高者的名！ 

用十弦的樂器和瑟，用琴彈幽雅的聲音， 

早晨傳揚你的慈愛；每夜傳揚你的信實。這本為美事。 

讚 美   ····························· 1.時刻讚美主 ···································  

              2.主為我捨棄一切 

會 眾 

啟 應 經 文   ······································ P.1 ·············································  會 眾 

讚 美   ···························· 我的求贖者活著 ·······························  會 眾 

奉 獻 
  ··························· 主啊!我要跟隨你 ·······························  

         1.主日(紅袋)  2.慈惠(藍袋) 
主 席 

讀 經  ························· 創世記 28：10-22 ··························  主 席 

證 道  ·············· 耶和華真在這裏，我竟不知道! ···············  黃天逸牧師 

回 應 詩 歌  ·································· 誰曾應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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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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經文】 

啟：奉神旨意、照著在基督耶穌裡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 

應：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啟：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 

應：總要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 

啟：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 

  恩典． 

應：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纔表明出來了。  

啟：他已經把死廢去、藉著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 

應：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 

  難． 

齊：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 

  的、〔或作他所交託我的〕直到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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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及禱告事項※ 

1.致謝 

 今主日承蒙建道神學院輔導系/教牧系助理教授黃天逸牧師蒞臨證道，謹此

致謝。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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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堂會報告 

 譚漢陽先生按牧典禮 

感謝神的帶領，譚漢陽先生按牧典禮謹定於 2019 年 11 月 10 日（活泉堂

68 週年堂慶主日）下午 3 時在新會商會港青基信學校禮堂舉行（地址：九

龍深水埗廣利道５號），願主帶領一切籌備事項，敬請預留時間出席，共證

主恩。 

 本堂的幼兒及兒童崇拜和主日學將於 9 月 29 日後結束，而 10 月份將開始

Awana 事工(K1-P6 學生)，早前亦已完成報名手續。因應現時所有名額已

滿，我們將設候補名單，如有子弟想報讀請與陳文晶傳道聯絡。 

 教會為鼓勵全堂會於 10 至 12 月間選擇一次團契時間，同心退修及群體建

立，已經備妥有關資料，以團契形式舉行，鼓勵大家參加。若果有暫未參

與團契的弟兄姊妹有興趣，可以聯絡傳道人，推介合適團契的退修活動。 

4.祈禱會 

 日期：10 月 10 日(四)  時間：晚上 7:30-8:30 地點：西岸 707 

 內容：為 AWANA 禱告  負責： 陳文晶傳道 

5.主日學 

 三福培訓將於10月開始，共需16位談道對象，如有慕道者合宜聽一次完整

福音，歡迎填寫表格放壁佈收集處或與劉姑娘聯絡。 

 主日學《領人歸主的生活模式》在 712 室上課(主日，中午 12 時至 1 時)，

《三福得人漁夫第二階》在 707 室上課(週六，下午 2 時至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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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代禱事項 

 聖誕佈道會—＜神「先」能變＞聖誕聯歡會 

日期：2019 年 12 月 14 日 (六)下午 2:30 - 5:00  

內容：~遊戲及綜合表演 

      ~魔術表演陳永泰（Gordon Chan）魔術師 

~暢談人生：劉美玲傳道 

~抽獎 

~到場者均獲贈禮物一份 

~同步有兒童聯歡會（4 一 12 歲） 

第一階段代禱： 

1.為梁詠欣姊妹設計佈道會宣傳品禱告。 

2.為各團契能配合佈道會，安排佈道會前的福音預工周會或佈道會後的跟進 

  新朋友的周會禱告。 

3.為聯繫社區，協助宣傳佈道會禱告。 

7.肢體消息 

 梁善真姊妹已於 9 月 25 日早上 6 時誕下女嬰，重 6.8 磅，母女平安。 

 梁善真姊妹的繼父黎子蘆於 9 月 24 日晚上離世。求主安慰她一家。 

 呂翠萍姊妹患有紅斑狼瘡，年初病發，需要多休息，不能參與崇拜或多人

的聚會。雖然這幾個月病況有改善，但新藥的副作用令脱髮嚴重，令她困

擾。求主保守帶領她，賜她信心勝過苦難！ 

 

※活愛堂分堂消息※ 

1. 高中數學補習：（中四或以上）將於十月初開始，逢星期五 4:30-5:30pm，

每月收費$350，導師：梁念生先生（經驗退休數學科老師）。詳情與福音幹

事查詢。 

2.播道會賣旗日招募義工：26/10(六)，請在報告板報名，查詢請聯絡福音幹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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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肢體消息： 

-李靄霞姊妹母親因為在冲繩島旅途中跌倒骨折入院，現入住明愛醫院療養，

求主保守她出院後的護理照料。 

-譚呂艷薇姊妹已於 9 月 23 日順利進行了血管造形（通波仔）手術，多謝大

家禱告記念，求主保守她的康復。 

※會外消息※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墳場--重陽節掃墓注意事宜 

聯會轄下華人基督教墳場每逢重陽節當日前往墳場掃墓人士眾多，導致通道

非常擠逼，聯會建議信徒避免在正日前往掃墓，墳場亦將按實際情況而實施

單向人潮通行，墓園部已增聘護衛公司人員協助及指引掃墓人士。特別九龍

聯合道華人基督教墳場（九龍）擠逼情況較為嚴重，故會請掃墓人士盡量用

靜安街出入口進出墳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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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分享--如何經歷主所賜的平安                      譚漢陽傳道 

 9 月 16-18 日傳道同工一起去了浸信會神學院退修，18 日那天執事更加

入我們，在主內安靜、反思。 

 過去半年傳道同工和執事都非常努力事奉，雖然 8 月陳文晶姑娘和 9 月

李志豪先生相繼到任，讓同工隊伍有一定職責上的緩解，但新同工也需要了

解教會，與肢體認識和建立牧養關係，在 8、9 月份，同工們都甚為忙碌。於

是我們破天荒地舉行退修營，在主內安靜，也讓同工、執事在主內相交、禱

告。經歷退修後，叫我們在不同程度上都得以重新得力，心靈得平安。 

其實不單同工、執事拼盡，許多事奉人員也是如此，我一向認為要健康

地事奉神，不是說我們要保證大家舒舒服服地、順利地事奉，這種想法在大

部份時候都不現實的，事奉上的經歷必然帶有生命更新的不適應；在事奉上

必須要計劃、預備和禱告；在實踐中與別人的互動；觀察神在事奉過程中的

帶領和作為；檢討自我和團隊的成長……俱都需要我們有智慧地花時間、心力

去達到。 

健康地事奉，不是盲目地減去事奉崗位可以達到。過去日子我鼓勵弟兄

姊妹不要過多地事奉，以免影響個人的家庭生活和工作上的責任，也影響與

神的關係。但簡單地將事奉歸零不是解決辦法，甚至可能是使生命招損的原

因。原因有二，第一，在事奉過程中，肢體可能已習慣在事奉中經歷神的恩

典，在個人價值上也與事奉崗位有千絲萬縷關係，與其他肢體在事奉中彼此

支持，也難以驟然抽離；第二，過去觀察所見，離開事奉崗位，並不必然帶

來家庭關係或工作上改善，可能原有問題仍在沒解決，很多肢體只不過發展

其他佔據他時間、精力的娛樂，對家庭關係或工作可能毫無裨益。 

門徒生命得力，必然離不開如何在艱難困乏中經歷平安喜樂有關，當然

一直覺察神同在，並且得安慰、得力量是重要的操練。但如何在昏亂迷茫中

恢復過來，重新「發現」和認定主的應許和賜恩，定期退修、安靜是必不可少

的操練。 

盼望教會預備的退修材料，能幫助不熟悉退修的肢體學習操練方法，藉

此經歷靜中得力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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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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人 

早堂崇拜 157 人 

幼兒崇拜 28 人 

兒童崇拜 21 人 

青年崇拜 16 人 
 

主日崇拜 42 人 

週五崇拜 23 人 

少年崇拜 2 人 

幼兒崇拜 5 人 
 

 

  總人數：295 人 總人數：72 人       11 人  

 主日學 團契 

幼兒級 23人  老師 10人 

小學級 18人  成人級 9 人 

     

     
 

青少年團契 10 人 
 
Go 小團 6 人 

但以理團 6 人 
 
婦女組 11 人 

以勒團 13 人 
 
  

  
 

  
 

總人數： 60 人     總人數： 46 人 

奉獻 

經常費 

週日獻金 2,763.00 

週六獻金 1,184.00 

信徒月獻 54,146.00  

感恩奉獻 5,300.00 

 
63,393.00 

 

專款 

慈惠 00.00 

擴堂  3,200.00 

主日鮮花 00.00 

西岸副堂 550.00  

每月額外 1,000.00  

其他 00.00 

雜項 00.00 

 
4,750.00 

 

差傳 

本堂宣教士 2,400.00 

差傳 2,400.00 

 
4,800.00 

 

9 月份經常費奉獻累積金額共 $438,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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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事奉人員 

 本主日 下主日 

 週六(5/10) 週日(6/10) 週六(12/10) 週日(13/10) 

主席 黃正文弟兄 蔡暉弟兄 鄭楚樑弟兄 張傳文弟兄 

講員 黃天逸牧師 譚漢陽傳道 

招 待 長 趙月蘭姊妹 黃耀萍姊妹 羅佩文姊妹 祁寶齊姊妹 

招 待 員 林霞姊妹 

崔婉儀姊妹 

張菊花姊妹 

李承恩弟兄 

謝國星弟兄 

駱中燕姊妹 

黃海昌弟兄 

張菊花姊妹 

包桂蓮姊妹 

林鳯平姊妹 

音響操控 潘永泉弟兄 蔣麗萍姊妹 林建亨弟兄 何偉雄弟兄 

投影操控 何嘉平弟兄 霍德洪弟兄 林建亨弟兄 劉成輝弟兄 

司琴 /伴奏 李千彤姊妹 趙曉芳姊妹 李千彤姊妹 李千彤姊妹 

當值執事 湯月珠姊妹 何啟泰弟兄 宋艷嫦姊妹 祁寶齊姊妹 

聖餐襄禮 -- -- -- -- 

主日插花 梁詠欣姊妹 譚凱珊姊妹 

AWANA 

陳文晶傳道 謝欣欣姊妹  

潘蘭婷姊妹 陳夏萍姊妹  

畢潔榮姊妹 鄒偉蓮姊妹 

祁寶齊姊妹 楊敏芝姊妹  

丁輝龍弟兄 何肇寶弟兄  

阮玉蓮姊妹 高雯英姊妹 

梁桂玉姊妹 朱倩儀姊妹  

周美儀姊妹 何嘉雯姊妹  

劉成輝弟兄 張慧坤姊妹 

何曉晴姊妹  

陳文晶傳道 林賽鳳姊妹 

葉敏羚姊妹 黃鑾香姊妹 

鄭佩雯姊妹 何嘉群姊妹 

張偉豪弟兄 畢潔榮姊妹 

何曉晴姊妹 梁穎嵐姊妹 

趙穎琛姊妹 蔡小芬姊妹 

任淑儀姊妹 伍惠玲姊妹 

胡健文弟兄 陳少芳姊妹 

阮玉蓮姊妹 歐其祥弟兄 

何啟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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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各單位聚會 

日期 團契 內容 負責人 

11-Oct-19 星期五 婦女小組 讀經分享 凌潔明 

11-Oct-19 星期五 雅歌組 戶外活動 陳永耀 

12-Oct-19 星期六 以勒團 查經 劉梓濠, 羅佩文 

13-Oct-19 星期日 Go 小團 彼此認識 莫雅儒, 張梓傑 

13-Oct-19 星期日 青少年團契 生活專題 李志豪傳道 

青年崇拜事奉人員 

 本主日(6/10) 下主日(13/10) 

講員 劉美玲傳道 李志豪傳道 

主席 黎浩勸 劉倩瑜 

司琴/司他/敬拜 黃曉晴 何訊鍵 

招待 陳恩桐 何訊業 

音響及投影 歐陽妙如 蔡溢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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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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美玲傳道、陳文晶傳道、李志豪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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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晶傳道(電話 2307 9886) 

        李志豪傳道(電話 2307 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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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