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堂崇拜 2021年 8月 28日  下午 5時 30分 
                早堂崇拜 2021年 8月 29日  上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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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1 ···············································  主 席 

讚 美   ························· 主我高舉你的名 ·····································  

                  一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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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美   ································· 活出愛 ··············································  會 眾 

經 文  ························· 民數記 3:1-13 ·····························  主 席 

證 道  ······························ 全然歸主 ··································  譚漢陽牧師 

回 應 詩 歌  ································ 復興聖潔 ·································  會 眾 

聖 餐 ( 晚 )  ···················································································  譚漢陽牧師 

奉 獻  ···················································································  主 席 

家事分享及  牧禱 ·····················································································  譚漢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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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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詩篇 34:1-3 

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他的話必常在我口中。 

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人聽見，就要喜樂。 

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他的名。 

 

【啟應經文】 

啟︰雅一 17 

17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

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應︰雅一 18 

18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叫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

熟的果子。 

啟︰雅一 19 

19 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慢慢的

說、慢慢的動怒． 

應︰雅一 20 

20 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 神的義。 

啟︰雅一 21 

21 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惡、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

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 

應︰雅一 22 

22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啟︰雅一 23-24 

23 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 

24 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應︰雅一 25 

25 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

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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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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會報告 

 活泉堂獨立註冊進程分享會 

獨立註冊執行小組與教會委聘之顧問公司已完成草擬未來有限公司之組織章

程細則(Articles of Association)，執事會希望透過兩場分享會向弟兄姊妹作

進度報告並組織章程細則初稿內容諮詢會友意見。 

兩場活泉堂獨立註冊進程分享會詳情如下： 

 日期：2021 年 8 月 29 日(今主日)時間：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 

地點：活泉正堂 

 

加入 Zoom 會議 

https://us02web.zoom.us/j/2968426457?pwd=MmhZN0p2OVo0UlF

4N1FSeDdSNHA5QT09   

會議 ID：296 842 6457 

密碼：23860313 

 

附上章程細則初稿之連結及二維碼，亦備有少量打印版，供會前閱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o30Lj-cM7rLDsvr4i0wdJWr14g-NLuK

/view?usp=drivesdk 

 

 

另小組製作了以下短片，講解章程細則的一些重點，冀幫助會友更易明白當

中內容及與現行做法的一些轉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o30Lj-cM7rLDsvr4i0wdJWr14g-NLuK/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o30Lj-cM7rLDsvr4i0wdJWr14g-NLuK/view?usp=drive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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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10:2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z-sFSqg7hBfODYIyvhRiiFrsZjqEChD/

view?usp=drivesdk 

 

2. 宗旨及釋義 （8:15）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o4znrClwrbtso3rf4Cac02_aZD2rFBo/

view?usp=drivesdk 

 

3. 會友 （5:52）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cdh0f0WitzAka8yZMvdKLg_PjeeD89

2/view?usp=drivesdk 

 

4. 會友大會 （5:57）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u_8cWLxocWxkL1enZMmCa93X-B4x

6eX/view?usp=drivesdk 

 

5. 執事和董事 （13:41）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b3u6VOC-XG_NzBshOSYyS4qvr7Ci

WLv/view?usp=drivesdk 

 

6. 物業管理、資金運用、教會記錄及其他 （8:21）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0ODMkNfu6I9Daz02f-Y4zAYZJRkdw

Mu/view?usp=drivesdk 

 

 

如有任何查詢，可預先把問題紙投入意見收集箱或 Whatsapp 執行小組專用

電話 92604890。 

請大家預留時間出席分享會，按照聖靈感動，踴躍發言，推動聖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z-sFSqg7hBfODYIyvhRiiFrsZjqEChD/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z-sFSqg7hBfODYIyvhRiiFrsZjqEChD/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o4znrClwrbtso3rf4Cac02_aZD2rFBo/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o4znrClwrbtso3rf4Cac02_aZD2rFBo/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cdh0f0WitzAka8yZMvdKLg_PjeeD892/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cdh0f0WitzAka8yZMvdKLg_PjeeD892/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u_8cWLxocWxkL1enZMmCa93X-B4x6eX/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u_8cWLxocWxkL1enZMmCa93X-B4x6eX/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b3u6VOC-XG_NzBshOSYyS4qvr7CiWLv/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b3u6VOC-XG_NzBshOSYyS4qvr7CiWLv/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0ODMkNfu6I9Daz02f-Y4zAYZJRkdwMu/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0ODMkNfu6I9Daz02f-Y4zAYZJRkdwMu/view?usp=drive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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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堂會報告 

 有關活泉堂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措施指引(2020 年 6 月 24 日更新) 

1.崇拜安排 

1.1成人崇拜 

在新的限聚令安排下，6月24日起，現場崇拜人數按地方容納上限的五

成，即100人為限，參加者無需事先報名，場內不可飲食（屬宗教禮儀一部

份的除外）。參加者須登記姓名及聯絡電話。 

因座位有限，鼓勵弟兄姊妹如可安排，選擇在家參與臉書直播崇拜，或返

晚堂崇拜，讓網上敬拜有困難者，或Awana家長及參加之後主日學學生可

以到現場參與崇拜。惟事奉人手有限，臉書直播則只在早堂崇拜提供，如

崇拜人數已到100人，後來參加者可按次序到西岸副堂701室(可容納8人)，

屆時房間提供崇拜直播。 

崇拜是信徒向神的呈獻，每週主日崇拜更是教會敬拜禮儀傳統，透過崇拜我

們獻己予主、與神相遇、生命更新和接受差遣。在這疫情嚴峻的時刻，我們

仍然爭取用不同方式敬拜主，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網上崇拜。弟兄姊

妹若需要技術協助，可以致電傳道同工或執事查詢。 

參與現場崇拜的弟兄姊妹及來賓須遵守以下事項： 

(1) 如可行的話，崇拜前請自行在家中量度體溫，會眾若有咳嗽、流鼻水或

打噴嚏等症狀，或感冒及發燒等，請儘快求診並安心留在家中敬拜禱告。 

(2) 在堂會範圍內必須配戴口罩，由於口罩供應短缺，教會僅剩餘少量供應

沒有口罩者，派完即止，懇請各弟兄姊妹自備。 

(3) 堂會於梯間出入口設置酒精搓手液，請弟兄姊妹進入教會範圍時先清潔

雙手。崇拜招待亦會為會眾量體溫。並減少不必要身體接觸如握手及擁

抱。 

(4) 請會眾在聚會後把使用過紙巾或口罩帶走及放入有蓋垃圾桶。  

(5) 堂會加強清潔所有地方。 

(6) 施聖餐時會使用防感染措施，如：牧師及襄禮帶口罩、手套，使用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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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聖餐餅和杯，用膠袋收集用過的聖餐杯。奉獻可在崇拜後自行放進

奉獻袋內。 

(7) 弟兄姊妹或其家人如有確診，請儘快通知教會。如確診的弟兄姊妹或來

賓於確診前一個月內曾到教會聚會，教會須停止一切聚會，並於合適時

間進行清潔消毒，崇拜則改為純以臉書直播形式進行。為更準確及有效

率通知弟兄姊妹，如個人聯絡資料有所變動，請儘快聯絡教會更新有關

資料，謝謝大家合作。 

2.崇拜網上直播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或作在靈裡和真理中

拜祂) (約四 24)。在約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穌提及敬拜神不宥於地點或傳統儀

式，然而，必須要以心靈和誠實敬拜神。 

活泉堂安排臉書直播崇拜，程序表亦會上載至臉書專頁。會眾透過網上直

播一同敬拜，應抱持與在現場敬拜一樣的態度，預留該段崇拜時間，預備

自己身心靈，一同敬拜神。 

                   臉書登入： 

3.奉獻 

如弟兄姊妹不能回教會作奉獻，可作以下安排： 

3.1 支票直接寄給教會致張慧坤執事或歐陽妙如幹事收。 

支票抬頭：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活泉堂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 Woot Chuen Church) 

教會地址： 九龍長沙灣元州街 298 號海旭閣一樓 

3.2 a)以支票存款、投進入票箱或入票機存到本堂之東亞銀行帳戶內 （帳

號：015-527-10-403983-9）。 

b) 以網上銀行（轉數快）存款到本堂之東亞銀行帳戶內 (帳號 : 

015-527-10-403983-9，帳戶名稱：E FREE C OF C WOOT CHUEN 

CHURCH）。 

入數紙或支票相片可以以下方式交回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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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郵寄；  2. 傳真 2729 4895； 

3. 電郵 info@wootchuenchurch.org； 或  4. WhatsApp 6469 1432。 

註：支票或入數紙，請寫上中文姓名、聯絡電話及奉獻項目，例如：月

獻、感恩捐、差傳奉獻、慈惠、購堂 ...等等（參活泉堂奉獻封）。 

4.辦公室 

6.1 傳道同工和事務同工回復正常上辦公時間。 

6.2 如同工或同工家人確診，會即時停止返回辦公室，辦公室亦須進行消毒

清潔。 

補充資料： 

1.主日崇拜直播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120566301296959/posts 

2.星期三早上七時晨禱會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03675673980498/ 

 

 實習神學生俞兆楠先生在活泉堂的全時間牧職實習在 8 月 31 日完滿完成，

他在 9 月份將改為在星期六、日實習。深盼牧職實習能幫助他在工場全時

間體驗，俾能裝備他更好地服事主。 

 

 同行成長小組組長會   

日期：8 月 29 日(今主日)  時間：下午 12:15-1:15 地點：西岸 707,708 室 

 

 

 

 

 

 

 

mailto:info@wootchuenchurch.org；%20或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0367567398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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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泉堂 70 周年紀念堂刊徵文： 

為了讓紀念堂刊內容更豐富，弟兄姊妹也有更多參與和回憶，現誠邀大家就

以下題目之一，寫一則 100-300 字分享：(1) 最感動的事；(2) 最窩心的經

歷；或 (3) 在教會中的趣事。 

有意投稿者請於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將分享稿傳送至教會電郵信箱 

info@wootchuenchurch.org ，如交手稿的話，請謄錄整齊後投入教會收集

箱內。文章內須附有作者中文全名及聯絡電話。(因版面有限及避免內容重

複，堂刊編輯或未能就來稿全部刊登，也保留對內容潤色增刪之權利。) 

 

4.外展部 

《中秋節派福袋祝福街坊行動》 

形式：邀請對象到活泉堂傾談及送贈禮物 

舉辦：傳道部及外展部合辦 

日期：18-09-2021（六）及 19-09-2021（日） 

時間：14:30 – 16:30（六）及 13:30 – 17:00（日） 

地點：活泉堂正堂對象：曾接觸過之街坊 

現正就以上服事招募事奉人員，事奉詳情如下： 

1) 於領服袋日期前一個星期前向約 10 位街坊預約他們在 9 月 18 或 19 日到

教會取福袋。 

2) 於 9 月 18 或 19 日當天下午在教會派福袋關心街坊。 

為了事前安排，有感動參加者請向傳道同工報名。 

 

5.祈禱會 

日期：9 月 2 日（四） 時間：晚上 8:30   形式：Zoom    

負責：蘇偉儀姊妹  主題：為敬拜部祈禱 

 

晨禱會 

日期：9 月 1 日（三） 時間：早上 7-8 時 形式：早上 7-11 時臉書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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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代禱事項 

杏樹 

1. 語言學習上盼望能有更多機會練習說話，能整合運用所學習的。 

2. 盼望新學期開始後能夠恢復一些課外活動，可有更多機會接觸同學們。 

3. 盼望找到一個合適的「大家庭」，能夠有「大家庭」的生活。 

4. 沙塵國的疫苗接種率只有 2.1%，但街上九成人都沒有帶口罩，求老爸看

顧憐憫。 

5. 七月份後電費油費相繼加價，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緊絀，很需要老爸的恩典。 

 

7.肢體消息  

 黃天逸牧師和師母將於 9月 26日晚上 12:45（27/9零晨 00:45）乘坐 CX 888

航機遠赴溫哥華定居及牧會，求主保守牧師和師母行程順利，祝福他們在

加國繼續為主作工。 

 徐寶清姊妹二哥徐來先生因肺癌第四期，需接受化療及電療，求主讓他強

壯身體接受治療，也給家人經歷信心一起同行。 

 劉樹根弟兄的母親梁六妹女士於 8月 7日因病離世，現定於 9月 3日在寶福

山紀念館 2 樓 E 室舉行傳統喪禮，翌日早上出殯，求主安慰弟兄家人。 

 實習神學生邵巧琳姑娘因腰椎間盤突出，上星期日入院治理，現仍需接受

物理治療幫助，求主幫助邵姑娘早日康復。 

 求主保守懷孕肢體的身體健康，祝福胎兒平安孕育成長。 

鄭楚樑弟兄太太賴翠旋姊妹，預產期為 2022 年 2 月 15 日。 

 

8.牧者行踪 

李志豪傳道及俞兆楠先生於 31/8-1/9 在長洲帶領大專團契宿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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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愛堂消息※ 

 本年度熱愛聖言運動：下周金句：因為上帝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

居住在基督裏面。。西二：9 

1.  十月份將會發放每日靈修，讓大家細味歌羅西書一個月。 

2. 讀經營：6/11（六）在播道神學院舉行，研讀《歌羅西書》。 

 為本堂青少年事工祈禱： 

1. 求主預備導師：願意帶領人作主門徒的，並在週六團契長期委身服侍。  

2. 求主預備少年人的心，繼續參與團契，認識主及相信主。 

3. 求主興起少年信徒成為少年領袖。 

 本堂神學生：本堂彭灝凌弟兄讀神學學士第二年，請大家繼續以禱告及奉

獻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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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各單位人數 

   活泉堂崇拜                 兒崇               活愛堂崇拜 

晚堂現場 53 人 

早堂現場 96 人 

早堂網上 29 人 

青年崇拜 18 人 

  
 

  

兒童 17 人 

導師 3 人 

  
 

主日崇拜 57 人 

週五崇拜 20 人 

少年崇拜 8 人 
 

  總人數： 196 人 20 人 總人數：85 

                       聖餐(早)96/  網上:14 

主日學 團契 祈禱會 

學生 35 人 

老師 4 人 

婦女組 8 人    心 square 

夫婦組 

13 人 

但以理團 5 人    以勒團 19 人 

中學組 14 人    迦勒團 19 人 

大專組 7 人    GJ 組 6 人 

以利亞團 11 人      
 

晨禱會 

24 人 

 

祈禱會 

18 人 

39 人 102 人  

奉獻 

經常費 

週日獻金 1,917.00 

週六獻金 650.00 

信徒月獻 67,564.80 

感恩奉獻 3,000.00 

 
73,131.80 

 

專款 

慈惠 500.00 

擴堂  00.00 

主日鮮花 00.00 

西岸副堂 50.00 

每月額外 00.00 

其他 00.00 

 
550.00 

 

差傳 

本堂宣教士 1,400.00 

差傳 4,700.00 

 6,100.00 
 

8 月份經常費奉獻累積金額共$316,6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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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團契 內容 

03-Sep-21 星期五 婦女小組 恩奕分享 

03-Sep-21 星期五 但以理團 恩奕分享 

04-Sep-21 星期六 以勒團 戶外週 

04-Sep-21 星期六 大專組 菜 

04-Sep-21 星期六 

心 Square

親子組 
親密之旅 

05-Sep-21 星期日 中學組 與情緒做朋友(6) 

05-Sep-21 星期日 以馬內利團 親密之旅 

05-Sep-21 星期日 成人組 內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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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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ngelicalFreeChurchofChina–WootChuenChurch 

地址：九龍長沙灣元州街 298 號海旭閣一樓電話：23860313 傳真：27294895 

Add：1/F,GraceCourt,298UnChauStreet,CheungShaW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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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Coast,InternationalBuilding,290-296UnChauStreet,CheungShaWanK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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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79323) 

傳 道：劉美玲傳道(電話 23079330)  幹事：歐陽妙如女士 

陳文晶傳道(電話 23079886) 

李志豪傳道(電話 23079055) 

 幹事：穆祥懿女士(電話 64691432) 

部份時間事務員：曹鶯鶯女士 
 

本堂聚會一覽表 
逢週六崇拜(成人) 下午 5：30 

逢主日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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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小熊營(K1-K2)  

火花營(K3-P2)  

見習真理奇兵營(P3-P6) 

  青少年團契 
 

中學組 逢週日上午 11：00 

大專組 逢週六下午 3：00 

主日學(成人) 上午 12：15 

詩班練習 逢週六下午 2：30 

拉闊讚美練習 逢週四晚上 8：30 

讚美操 逢週六早上 10：30 

堂會祈禱會 逢週四晚上 7：30 
 

但以理團(青年) 逢週五下午 7：30 

以勒團(青年)    逢週六下午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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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組 每月第一主日下午 1：30 

已婚團  

 雅歌組 每月第二週五晚上 7：30 

 GraceJourney 每月第四主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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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