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週日崇拜 2020年 1月 4日   週日崇拜 2020年 1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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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 ·······································  主 席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 

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 

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獻祭。 

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 

讚 美   ····························· 靠著耶穌得勝 ··································  會 眾 

啟 應 經 文   ······································· p.1 ············································  主 席 

讚 美   ··················· 榮耀基督顯明(普頌 183) ·················  會 眾 

啟 應 經 文   ······································· p.1 ············································  主 席 

讚 美   ······························· 我向祢禱告 ·····························  會 眾 

啟 應 經 文   ······································· p.2 ············································  主 席 

奉 獻 
  ······························ 信心的等待 ·······························  

       1.主日(紅袋)   2.慈惠(藍袋) 
主 席 

讀 經  ··················· 馬太福音 19:30-20:16 ·························  主 席 

證 道  ··························· 事奉的前前後後·····························  劉美玲傳道 

回 應 詩 歌  ································ 以感恩為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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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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經文 1>賽 60:1-6 

啟：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應：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

耀要現在你身 上。 

啟：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 

應： 你舉目向四方觀看；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裏。你的眾子從遠方而來；你

的眾女也被懷抱而來。 

啟： 那時，你看見就有光榮；你心又跳動又寬暢；因為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

來歸你；列國的財寶也必來歸你。 

應： 成群的駱駝，並米甸和以法的獨峰駝必遮滿你；示巴的眾人都必來到；

要奉上黃金乳香，又要傳說耶和華的讚美。 

 

<啟應經文 2>詩 72：1-7,10-14 

啟： 神啊，求你將判斷的權柄賜給王，將公義賜給王的兒子。他要按公義審

判你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 

應： 大山小山都要因公義使民得享平安。他必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窮

乏之輩，壓碎那欺壓人的。 

啟： 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要敬畏你，直到萬代！他必降臨，像雨降在已

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潤田地。在他的日子，義人要發旺，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長存。 

應： 他要憐恤貧寒和窮乏的人，拯救窮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贖他們脫離欺壓

和強暴；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看為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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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經文 3>弗 3：5-6,9-12 

啟： 這奧祕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

先知一樣。 

應： 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

體，同蒙應許。 

啟：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的奧祕是如何安排

的， 

應：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啟： 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 

同： 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裏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地來到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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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祢禱告>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磐石與拯救  是我高臺與詩歌 祢體恤我  祢保守我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能力與保障   是我盾牌與幫助 祢應許我  祢在掌舵 

*我向祢禱告  縱使我軟弱 我雖失信   祢仍然可信 面對的山嶺那麼高  

路徑艱難如沒去路 但信靠祢  祢定會開路 向世界宣告  祢是我盼望  

我心相信   靠著祢(終會)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  遵行祢旨意 (神蹟必可看見)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信心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權柄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只想看見  我只想看見祢旨意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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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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建道神學院基督教研究學士及道學碩士二年級生陳文漢先生蒞臨活泉

堂實習，實習期為 2020 年 1-12 月。 

 青少年團契將於 2020 年 1 月 4 日開始增設大專小組，時間為逢星期六下午

3:00-5:00，對象為現正修讀大專課程的青少年，聚會地點為西岸 711 室，

而以勒團則改往 707 室聚會。 

 早前提及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培訓及發展中心合作事宜，已合資格，現

正招生，課程有四種： 

1.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2020 年 2 月 11 日開課 

2. 陪月員：2020 年 2 月頭開課 

3.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2020 年 3 月中開課 

4. 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2020 年 3 月 5 日開課 

詳情可於教會報告版上查閱，並向歐陽妙如幹事查詢。 

 《事奉人員慶典》報告 

1.2020 年 1 月 5 日(今主日)崇拜後 12:15 至 1:30 為《事奉人員慶典》，會後

留步一同享用到會午餐（1:30-2:30）。請事奉人員預留時間出席。 

2.現呼籲會眾對各事奉群體（是整體，而不是表揚個人）作出具體的讚賞及肯

定，請取一心意卡，寫上讚賞的原因。 於 1 月 5 日前交回，方便大會整理

並張貼展示。 

3.傳道部 
 感恩聖誕佈道會來賓共 52 位，收到 41 份回應表： 

8 位決志、13 位對信仰有興趣、5 位願意參加生命加油課程，另 1 位考慮參

加此課程。也有 6 位願意參加團契。兒童方面有 34 位，21 位舉手決志。 

求主祝福保守以上各人的慕道心，並為各人能投入教會，清楚認信及堅實

成長禱告。 

4.團契部 
 情人晚宴 2020（夫婦團契合辦）【+多一點❤】 

恩愛夫婦是幸福家庭的核心，家庭內充滿主的爱更是喜樂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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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好，子女好，家庭好，教會好，最重要就是有主彰顯了祂的大愛，在十

字架上為我們犧牲。活泉堂有超過 80 對夫婦，無論你們的婚齢有幾多年，仍

然需要你們夫婦二人繼續用心維繫，情人晚宴就為你們提供了一個埸景。良

辰、美景、佳餚、璧人，加上有份量的分享嘉賓，實在值得每對恩愛夫婦攜

手出席，共享美妙時光。 

日期：2020 年 2 月 7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6:30 至 9:30 

地點：尖沙咀赫德道 8A -麗景洒店 38 樓 

分享嘉賓：盧炳照牧師、師母  費用：900 元（每對夫婦） 

截止報名：2020 年 1 月 12 日（額滿即止） 

因地方所限，名額 35 對，報名後連同交費用作準，可向何嘉平夫婦、謝志剛

夫婦、何偉雄夫婦、郭志聰夫婦及何啟泰夫婦報名。 

5.祈禱會 
 日期：1 月 9 日(四)  時間：晚上 7:30-8:30 地點：西岸 707 

 內容：為大專事工祈禱    負責: 李志豪傳道 

6.肢體消息 
1. 賴翠旋姊妹的婆婆伍月顏女士於 12 月 26 日早上在天水圍醫院離世，謹訂

於 2020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晚上於紅磡萬國殯儀館 5 樓 504 室設靈，翌

日 1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出殯，求主安慰姊妹及家人。 

2. 譚凱珊姊妹的母親朱少群女士於 12 月 26 日中午在東華醫院離世，謹訂於

2020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晚上，於紅磡世界殯儀館 1 樓「景仰堂」設靈，

並於翌日１月９日(星期四)出殯，求主安慰姊妹及家人。 

3. 請為以利亞團劉靜儀姊妹禱告，她的母親一向需要傭人看顧，早前傭人因

病突然離職，她幾個月前申請的印傭因為近日發現血壓很高，亦不能來港, 

所以現在要重新再另覓新人，姊妹仍有一段時間未能出席團契和事奉，禱

告主為她找到合適的印傭姐姐來幫手！ 

 
※活愛堂分堂消息※ 

1 .小明新春一天遊：日期 2020/2/15(六) 收費每位 40 元正，包括全程豪華旅

遊巴士接送、麗豪酒店自助午餐聯歡會、遊覽迪欣湖等節目，招待 16 歲以下

少年人及父母。每家庭不超過 4 人。名額有限，額滿即止。請向福音幹事查

詢。 

2 .差傳主日：2020/01/19 崇拜主題是差傳主日，由遠東福音播播公司總幹事

盧炳照牧師主領，求主使用更新大家對差傳支持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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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中數學補習繼續招生：（中四或以上）逢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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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肢體消息：楊葉秋霞姊妹在聯合醫院，2019/12/22(日)晚上有女兒、兒子

陪伴下，10時許安息主懷。安息禮拜訂於2020/1/5(日)晚上7:30在世界殯儀

館二樓 201 室舉行，翌日上午十時出殯前往和合石火葬場火化。 

 

  
牧者分享—從牧者政治中立說起            譚漢陽牧師 

 前一陣子，北宣堂主任牧師蕭壽華牧師在北宣的牧者心聲中提出教會是政

治中立的屬靈群體，面對社會各項政治議題時宜採取政治中立。他提醒弟兄姊

妹：「在教會內負起教導、宣講職份的牧者、主日學老師、導師等，個人也會

在這些日子情緒受到牽動，但在宣講時仍需謹守「政治中立」的原則，甚或一

些已經連繫了某方政治立場的語句，如「香港加油」、「五大訴求」、「止暴

制亂」，也要留心會引發出要展示立場的誤會。另一方面，弟兄姊妹也要留意

不會動輒判定，講者所引用的例子、金句等，都是在游說會眾，接受他的立場。

我們都是一起在學習、成長中，都需要別人的信任與接納，以及愛心的提醒。」
1 

 播道會總會授職部會同播道神學院學者發出的一份文件《播道會面對未來

轉變的聖經基礎》，在 1996 年年議會審核通過，後在 2003 年經修訂放進《中

國基督教播道會典章與則例》成為附錄2，整份文件以查考聖經，按當中揭示

的原則而寫成，亦有提及所參考的經文，因本文篇幅所限，未能將全文和當中

引用的聖經經文刊出。如有興趣認識更多，可向教會傳道同工或執事索閱。 

文中第 2.4.3 段，對教會在社會中的角色亦以下描述：「作鹽作光，本著

聖經的啟示，指斥社會上的罪惡，表彰公義及美德，積極表達對社會問題的應

有態度及提供解決的方法。另一方面，由於教會並非政治團體，故不應以教會

團體名義參與任何政治活動及政黨組織」。2.5 段更進一步說明教會與政府關

係。2.5.1 指出教會理應順服政府並不作違法的事，為在位者祈禱，使他們能

行公義，信徒也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 

但 2.5.2 同樣指出，若政府違反神的心意，作破壞道德、不公義、侵害信

仰自由等，教會就單單順服神，即使付代價，教會也要維護聖經真理，按公義

而行。 

                                                

1 取自基督教北角宣道會網頁牧者心聲 30.11./01.12.2019 期，下載自

https://www.npac.org.hk/worship/sunday/2019/20191201.html 

2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典章與則例》頁 183-4。 

https://www.npac.org.hk/worship/sunday/2019/20191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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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牧者在講壇上不是不可談政治，而是要基於聖經真理，察看相

關議題中，所涉及群體是否違反神的心意而作出提醒和教導。當然，牧者也是

人，可能在立場取向上，甚至真理實踐上，有個人取態偏向，不一定是偏見，

可能只是經歷、識見、性情和表達的不一樣，導致實踐上的不同。分享一個個

人講道經歷：有一次我在講壇上提及如何與家人更有質素地相處，我說不一定

要去外地旅行才有空間，可考慮取消計劃中的旅行，好好善用假期與家人相

處、溝通。一星期後有肢體對我說，他聽了我的「教導」，回家向家人取消一

次計劃好的行程，遭遇到家人很多的不明白和激烈的反對。其實我所提及只是

個人例子或建議，在操作上或理念上有許多不同的實踐，這促使我對舉例有更

多的思考。 

同樣，如因個人偏向不同，在舉例上有可能被誤解成為「原則」、「教導」，

在實踐聖經上其實可以有更多的取向或方式，我們可以彼此善意提醒，讓大家

謹慎理解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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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各單位人數 

活泉堂崇拜             AWANA              活愛堂崇拜 

晚堂崇拜 64 人 

早堂崇拜 135 人 

青年崇拜 18 人 
 

 
出席 準時 

小熊營 6 人 (6 人) 

火花營 21 人 (19 人) 

見習真理奇兵 8 人 (8 人) 

導師 17 人 
  

主日崇拜 42 人 

週五崇拜 19 人 

少年崇拜 2 人 

  
 

  總人數：217 人 總人數：52 人 總人數：63 人  

  主日學 團契 祈禱會 

 青少年團契 19 人 
 
但以理團 5 人 

以勒團 14 人 
 
GO 小團 6 人 

婦女組 7 人 
 
  

     
 

 

 總人數：  51 人 5 人 

奉獻 

經常費 

週日獻金 2,360.50 

週六獻金 752.80 

信徒月獻 63,312.60 

感恩奉獻 13,000.00 

 
79,425.90 

 

專款 

慈惠 00.00 

擴堂  1,500.00 

主日鮮花 00.00 

西岸副堂 100.00 

每月額外 00.00  

其他 232.00 

 
1,832.00 

 

差傳 

本堂宣教士 2,500.00 

差傳 4,500.00 

 
7,000.00 

 

12 月份經常費奉獻累積金額共 $478,2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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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事奉人員 

 本主日 下主日 

 週六(4/1) 週日(5/1) 週六(11/1) 週日(12/1) 

主席 蘇偉儀姊妺 何嘉平弟兄 黃正文弟兄 梁思傑弟兄 

講員 劉美玲傳道 譚漢陽牧師 

招 待 長 羅佩文姊妺 郭志聰弟兄 宋艷嫦姊妺 朱佩儀姊妺 

招 待 員 何嘉雯姊妺 

崔婉儀姊妺 

張菊花姊妺 

梁建輝弟兄 

徐寶清姊妺 

林霞姊妺 

黃海昌弟兄 

何永誼姊妺 

包桂蓮姊妺 

鄭清源弟兄 

音響操控 林建亨弟兄 歐其祥弟兄 謝志剛弟兄 蔣麗萍姊妺 

投影操控 林建亨弟兄 霍德洪弟兄 謝志剛弟兄 劉成輝弟兄 

司琴 /伴奏 callie 姊妺 趙曉芳姊妺 李千彤姊妺 拉闊 

當值執事 何嘉雯姊妺 蘇偉儀姊妺 宋艷嫦姊妺 何偉雄弟兄 

聖餐襄禮 -- -- -- -- 

主日插花 梁淑貞姊妺 梁詠欣姊妺 

AWANA 

潘蘭婷姊妺 陳夏萍姊妺 

手冊導師 A 組 畢潔榮姊妺 

何肇寶弟兄 謝欣欣姊妹 

阮玉蓮姊妺 何曉晴姊妺 

劉成輝弟兄 陳文晶傳道 

謝欣欣姊妺 潘蘭婷姊妺 

手冊導師 B 組 

丁輝龍弟兄 黃鑾香姊妺 

胡健文弟兄 趙穎琛姊妺 

張妙玲姊妺 何曉晴姊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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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各單位聚會 

日期 團契 內容 負責人 

08-Jan-20 星期三 但以理團 查經 何曉晴 

10-Jan-20 星期五 婦女小組 賀年手工 歐陽少婷 

10-Jan-20 星期五 雅歌組 親密之旅 譚漢陽牧師 

11-Jan-20 星期六 以勒團 查經 林建亨, 黃偉傑 

11-Jan-20 星期六 

青少年團契 

（大專組） 
關係建立 李志豪傳道 

12-Jan-20 星期日 

青少年團契 

（中學組） 
生活專題 李鳳萍 

12-Jan-20 星期日 Go 小團 周會 莫雅儒 

12-Jan-20 星期日 

Grace 

Journey 組 
新年佈置 / 

青年崇拜事奉人員 

 本主日(5/1) 下主日(19/1) 

講員 譚漢陽牧師 李志豪先生 

主席 蔡溢謙 黎浩勤 

司琴/司他/敬拜 黃曉晴 黃曉晴 

招待 張歌兒 蕭泯顥 

音響及投影 陸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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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後可交譚漢陽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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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漢陽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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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NA  上午 9:45 

小熊營(K1-K2)  

火花營(K3-P2)  

見習真理奇兵營(P3-P6) 

  Go 小團            逢週日上午 11:45 

青少年團契         
 

青少年組 逢週日上午 11:00 

大專小組 逢週六下午 3:00 

主日學(成人)  上午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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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會祈禱會        逢週四晚上 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