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堂崇拜 2022年 1月 9日  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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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獻上感謝 ···········································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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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美 
  ································ 祢是光 ···············································  

信心的等待 
會 眾 

獻詩（早）  ······························ 主受水禮 ··································  詩 班 

經 文  ··························· 申命記 5:1-5 ······························  主 席 

證 道  ······························ 與你有約 ··································  何曉昕姑娘 

回 應 詩 歌  ··························· 彩虹下的約定 ·····························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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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廿九 1,11） 

神的眾子阿、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 

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 

 

【啟應經文】路三 15-18,21-22 ; 約一 32-34 

啟：百姓指望基督來的時候、人都心裡猜疑、或者約翰是基督。約翰說、我

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

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應：他手裡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裡、把糠用不滅的火燒

盡了。  

啟：約翰又用許多別的話勸百姓、向他們傳福音．眾百姓都受了洗、耶穌也

受了洗、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了、 

應：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形狀彷彿鴿子、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

愛子、我喜悅你。 

啟：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

住在誰的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應：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 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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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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關活泉堂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措施指引(2020 年 1 月 9 日更新) 

1.崇拜安排：成人崇拜 

在《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599G)附件中，如參與宗教聚

會的人士，有三分之二已接種第一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人數上限獲放

寬至場地通常容納量的100%，否則人數上限亦獲放寬至場地通常容納量的

50%。場內不可飲食（屬宗教禮儀一部份的除外）。 

由9月開始，活泉堂因應當日早堂崇拜具體已接種疫苗之出席人數，開放由

100至200座位供參與崇拜。參加者須於出席表申明是否已接種第一劑疫

苗、登記姓名及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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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獨立包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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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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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奉獻 

如弟兄姊妹不能回教會作奉獻，可作以下安排：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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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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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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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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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會 

日期：1 月 13 日（四）  主題 : 為會友部活動禱告   

負責 : 陳文晶傳道       時間：晚上 8:30   形式：Zoom 

 

4.基教部 

➢ 課程 1-生命加油站(2022.01.16)             報名表： 

課程簡介： 

透過研讀聖經引發思考、討論，帶領學員尋索人生方向，了解基督教信仰。 

mailto:info@wootchuenchurch.org；%20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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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透過認識基督教信仰，更新人生方向，並建立一群志同道合的知心友。 

對象：未信者、慕道者或初信者 

日期：16/1，23/1，30/1，13/2，20/2，27/2，6/3，13/3，20/3 

時間：12:00 - 1:00pm    老師：劉美玲傳道                          

 

➢ 課程 3-成長路(2022.01.16) 

課程簡介：1.基要信仰的認識與操練         報名表： 

2.基督徒品格之培養 

目標：培育屬靈生命成長 

對象：已決志信主的初信者，並已完成「情緒逼人來」 

日期：16/1，23/1，30/1，13/2，20/2，27/2，6/3，13/3，20/3 

時間：12:15pm - 1:15pm    老師：朱佩儀姊妹                       

 

➢ 基要証書課程 4-查考耶穌生平(2022.01.16)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將從新約四福音書來探討耶穌的生平與教訓，課程按耶穌的

行蹤來進行，從耶穌出生、傳道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最後復活又升天，盡

量依照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逐一來探討。 

對象: 完成<成長路>的基督徒 

目標：~認識耶穌生平與神救恩計劃的關係 

~生命對焦: 從耶穌的生平去探討主的身教言教的應用 

要求：~按照每一課的內容，事先讀經。 

~完成測驗 

~出席率達 80%   

~書寫: 耶穌生平其中一個事蹟對自己的生命影響(300-800 字) 

大網: 

第一課 導論時代的背景 及耶穌的降生與童年 

第二課 受洗與受試探 

第三課 初期傳道與選召門徒 

第四課 加利利：耶穌的教訓和神蹟 

第五課 向北隱退：耶穌的身份和使命 

第六課 猶太後期的傳道及約但河外的傳道 

第七課 前往耶路撒冷                      報名表： 

第八課 耶穌受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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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復活與升天 

第十課  小溫習 、分享及慶典 

日期：16/1，23/1，30/1，13/2，20/2，27/2，6/3，13/3，20/3 

時間：12:15pm - 1:15pm     老師：陸景棠傳道                      

 

➢ 基要証書課程 9-浸禮班(2022.01.16) 

課程目標： 

1.認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 

2.認識播道會的信仰特色及歷史         報名表： 

3.認識加入本會的信徒義務及本份 

對象：凡擬申請洗禮或轉會禮者 

日期：16/1，23/1，30/1，13/2，27/2，6/3，20/3，27/3(逢主日) 

時間：12:15pm - 1:15pm   老師：陳文晶傳道              

 

➢ 造就証書課程聖經科-教牧書信(2022.01.16) 

簡介：在保羅書信中，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三卷書卷被稱為教牧書信，三

卷書都是保羅晚年寫給同工關乎教會治理和教導的實際問題，重實務多於神

學理念的書信。 

大綱： 

1. 教牧書信導論 

2. 提摩太前書(一) 

3. 提摩太前書(二) 

4. 提摩太後書(一) 

5. 提摩太後書(二) 

6. 提多書 

7. 耶穌基督的救恩與顯現                報名表： 

8. 基督徒生活 

9. 教會與領導職分 

10. 總結 

日期：16/1，23/1，30/1，20/2，27/2，6/3，13/3，20/3，27/3 

時間：12:15pm - 1:15pm    老師：譚漢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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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代禱事項 

➢ 傳道部禱告 

- 12 月 22 日迦勒團聖誕聚會：22 位長者來賓 

- 12 月 26 日重聚日來賓：27 位佈道會來賓及 7 位近年新來賓 

- 暫有 15 人表達會參加為生命加油課程 

感謝天父的帶領當天有進一步美好的溝通，亦感恩新朋友及弟兄姊妹的真

誠分享，建立歸屬感，場面輕鬆，喜樂。 

請為親善大使繼續關心佈道會各人慕道的心情況。 

祝福各人能投入教會，清楚認信及堅實成長禱告。 

 

7.肢體消息 

➢ 盧炳照牧師母親盧黃美芳姊妹已於12月29日早上主懷安息，終年88歲。

為盧牧師一家在盼望中得安慰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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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報告 

穆姑娘將於 11/1-23/1 放年假及補假兩星期。 

 

※活愛堂消息※ 
1. 大澳遊：1月15日（六）早上8:45在東涌港鐵站 B 出口前廣場(星巴克咖啡

店前)，下午3:00回程。內容：詩歌敬拜、遊戲、午飯及四條遊覽路線，自由選

擇。請在各團契小組報名，費用：自費。 

2. 主日學關懷者訓練班：目的：裝備助人者增進情緒知識、作個溫柔貼心的聆

聽者、生命動力的同行者、幫助人感受神的愛、經歷尊重、重建自信。對象：

願意裝備成為關懷者的人。導師：劉少媚。16/1/2022開課，9/1截止報名，名額：

12人。 

3. 水禮：將於4月17日在本堂復活節主日崇拜中舉行，凡有志接受轉會禮及兒

童按手禮的，請向梁師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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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分享-掙扎成長感恩                      劉美玲傳道 
2021 年除夕看新聞，先是疫情再次爆發，再見兩宗車禍慘劇，還有早前

「香港保護兒童會」旗下的院舍「童樂居」被揭發虐兒事件，令人震驚！近年

天災人禍連綿不絕，難免令人沮喪，失去盼望。 

然而，過去兩年，我們更深的體會，生命往往是在這些無奈的掙扎中成長。

您若曾思索聖經在這樣的時刻是否無法落地？在尋問的過程中，持續抓緊神的

應許，相信總有成長。  

「我卻要常常盼望， 

並要越發讚美你。」詩篇 71:14  

以上經文是我難過時常反覆唱頌，直至我的內心再次喜樂過來的一首金句

歌。「卻」所表達的是有神的人有別於世人，是可以常常盼望，甚至因而讚美

神。 

在無助與看似無望的日子，人與神的距離也疏遠了，您的盼望是甚麼，豈

不是「神-你仍聽我懇求的聲音嗎？」 

至於我，我曾急促的說： 

我從你眼前被隔絕。 

然而，我呼求你的時候， 

你仍聽我懇求的聲音。 

詩篇 31:22 

    當我們承認苦難這個現實的同時，神的平安於您又有多落實呢？疫情

初來時那份惶惶不安，到今天疫情未減的日子，我們能以平穩安靜的心渡日，

再次證明，只要我們真誠靠主，都可以經歷這獨特的平安。因為主已預先告訴

我們：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翰福音 16:33  

在不斷的失望中，神往往挑戰我們，再次檢視自己有多堅定的相信自己與

世人是擁有不同的身份的，擁有獨特的恩典： 

「我們又藉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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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羅馬書 5:2-5  

以上的「忍耐，老練，盼望」等等，按聖經的應許是會在患難中漸漸地生

出的，我們可以在患難中歡歡喜喜的盼望神的榮耀；懷著信心去經歷這一個過

程，因為聖靈已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相信凡投靠神的也可以經歷這樣的過程。在以利亞團契的年終感恩會時，

我想起年初某團友患了很重的病，我們為弟兄感到沉重，實在無奈，但神感動

我們圍圈伸出空空的手拍了一張照，「手上空空，唯靠神恩」，傳照片給弟兄，

表達我們禱告的支持。之後，弟兄經歷迅速康復，他深深感動，大家曾這樣逼

切為他代禱。年終時，大家數算主恩，我們各人生命亦因不同經歷而各有成長，

其中弟兄當然也有談及此事對他生命的建立。 

感恩會完結之前，我們又再圍圈伸手拍了一個照，今次手上有兩件在團契

中收到的禮物。一件是魚形的餅，表達我們由年初空手無助的交託，年終漸有

成長，已各有小魚（其實也是從神得著的），像那五餅二魚的小孩般獻給神。 

另一禮物是個迷你的扭計骰，象徵我們的人生在尋求經歷神的過程中，有

時會憑己意亂闖亂撞，迷失混亂，唯有禱告歸回，被神管理之下，才可以回復

生命的秩序。 

在這 2022 年的開始，鼓勵大家計劃定期抽空，在神面前安靜，領受神的

安息、主愛的扶持及聖靈的引導，使生命更快的轉回行在神的旨意中。祝福大

家在來年有更多的感恩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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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各單位人數 

   活泉堂崇拜                 AWANA               活愛堂崇拜 

  

早堂 118 人 

晚堂 41 人 

青崇 23 人 

  
 

 出席 準時 

cubbies 5 5 

sparks 13 12 

T&T 12 9 

導師 16  

   
 

主日崇拜 55 人 

週五崇拜 24 人 

少年崇拜 11 人 
 

  總人數： 182 人 總人數:46 人 總人數：90 

 

主日學 團契 祈禱會 

 

 

 

以勒團 9 人    以馬內利團 13 人 

婦女組 6 人    但以理團 7 人 

中學組 14 人    成人組 15 人 

       

       
 

 

11 人 

 64 人  

奉獻 

經常費 

週日獻金 2,459.00 

週六獻金 
823.00 

信徒月獻 
98,274.00 

感恩奉獻 
10,917.00 

 112,473.00 
 

專款 

慈惠 2,709.00 

擴堂 1,400.00 

主日鮮花 00.00 

西岸副堂 00.00 

每月額外 00.00 

其他 619.00 

 4,728.00 
 

差傳 

本堂宣教士 3,600.00 

差傳 7,050.00 

 10,650.00 
 

1 月份經常費奉獻累積金額共$112,4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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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團契 內容  

14-Jan-22 星期五 婦女小組 暢遊聖地  

14-Jan-22 星期五 但以理團 Outing  

15-Jan-22 星期六 以勒團 深度認識團友  

15-Jan-22 星期六 大專組 神經研討會(1.1)  

16-Jan-22 星期日 中學組 跨文化認識(02)  

16-Jan-22 星期日 
開心媽咪組 

勉勵：當盡各樣本分

（帖前五：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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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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7 9323) 

傳 道：劉美玲傳道(電話 2307 9330)  幹事：歐陽妙如女士(電話 2386 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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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6469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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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三週五晚上 7：30 

 GraceJourney 每月第四主日下午 1：30 

 心 Square 每月第一週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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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