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好・組》2019 

看書很困難？ 是的，有點難…… 

然而，閱讀有助……降血壓、加強記憶、建立同理心和想像力！ 

一群人，開心輕鬆啃書……試一本，何妨？ 

中央圖書館現試辦讀書會，盼望能陪您閱讀。 

聚會時間：3、5、7、9、11月的第三主日，早上 10:30-12:30 

聚會地點：教會停車場圖書角 

 

選書： 

3月 17日  《寫給你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陳韋安 

5月 19日  《出走》孟若 

7月 21日  《莎拉的鑰匙》德羅妮 

9月 15日  《有信仰的人》凌性傑 

11月 17日    盧雲系列（待定） 

 

查詢、報名，請聯絡Carrie黃家怡姊妹 (電郵: xtypeArep999@gmail.com) 

 

專題講座 

講員: 宋軍博士(中國神學院講師) 

內容: 中國最新宗教政策 

日期: 2 月 23 日(星期六) 

時間: 晚上 8:00-9:30 

對象: 本堂信徒 

報名: 請到地下壁報板報名 

 

講員介紹: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及中國神學研究院哲學博士。 

宋博士專研中國民間宗教、中國教會歷史，曾任職中國人民

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任中國神

學研究院助理教授，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2019年 2月 2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講題．．．．．．．．．． 歸回 
講員．．．．．．． 王華燦牧師 
經文．．．．．．．． 得 1:1-7 
主席． 黃錦榮執事、陳麗萍姊妹 
司琴．．．．．．． 黃睿軒弟兄 
聖餐．．．．．．． 簡民基牧師 
 
青年崇拜～～～～下午六時正 
講題． 主禱文（一）：教我們禱告 
講員．．．．．．． 祝宗麒牧師 
經文．．．．．．．． 太 6:1-14 
主席．．．．．．． 魏正耀弟兄 
敬拜隊．．．．．． The Bridge 
聖餐．．．．．．． 祝宗麒牧師 
 

2019年 2月 3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 回歸路上 
講員．．．．．．． 王華燦牧師 
經文．．．．．．．． 得 1:8-22 
主席．．．．．．． 關艷冰姊妹 
司琴．．．．．．． 魏明昕姊妹 
敬拜隊．．．．．．．．． 尊一 
 

2019年 2月 6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新春節期暫停一次 
                             
                             
                             

2019年 2月 3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高銘謙博士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沈偉明執事伉儷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余劍雲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余劍雲牧師 
讀經．．．．太 13:24-30;36-43． 余劍雲牧師 
講道．．．．．．．正邪難分．．．．．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差遣．．．．．．．．．． 余劍雲牧師 
 
早堂崇拜～～～～～～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高銘謙博士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沈偉明執事伉儷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光詩班 
奉獻、家事分享．．．．．．．． 余劍雲牧師 
讀經．．．．太 13:24-30;36-43． 余劍雲牧師 
講道．．．．．．．正邪難分．．．．．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差遣．．．．．．．．．． 余劍雲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高銘謙博士 司琴：蔡駿延弟兄 
主席：盧銀鳴姊妹 敬拜隊：香草山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太 13:24-30;36-43． 王華燦牧師 
講道．．．．．．．正邪難分．．．．．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周潔珠姊妹 
主席：林翠萍姊妹 敬拜隊：恩典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王華燦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得 1:1-7．． 王華燦牧師 
講道．．．．．．．．歸回．．．．．．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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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下周主日(2 月 10 日)四堂均為差傳主日，是日有熊文傑牧師宣教

士分享信息。另由本年起差傳主日皆不定期舉行，我們將盡量安排

現職宣教士分享信息，以致全教會會眾更明白宣教士的情況及需

要。至於每年的差傳財政預算及鼓勵信徒回應，仍會安排在 12月

中進行。 

2. 因 2 月 6 日(星期三)為公假，周三晚崇拜暫停一次，是晚聖餐將

延後一星期。 

3. 2 月 23 日(星期六)下午 2:00-4:30 舉行宣教士分享會，是日有梁

志韜牧師夫婦、熊文傑牧師夫婦及羅見好宣教士分享年來的經歷，

並為他們獻上禱告，歡迎信徒出席。 

4. 因應地下花園污水渠日久損耗並滲漏，需要重新鋪設新的喉管，由

本周起需安排掘地工程，期間將暫停開放花園，部份洗手間仍可使

用，不便處請見諒。 

5. 因「生命之道」課程(24/1-21/3)關係，星期四晚上 6:00後不便泊

車，敬請留意。 

6. 新朋友交誼日於今天 12:30 舉行，請已報名的參加者到六樓桃李

門聚會，亦歡迎今日或最近參與崇拜的新朋友出席參加。 

 

農曆年期間教會開放時間: 

日期 活動 

2月 4日(星期一) 

(年卅晚) 

下午 3時辦公室暫停辦公，教會一切活動

暫停 

2月 5-7日(星期二至四) 

(年初一至初三) 

一切活動暫停,2月 6日周三晚崇拜暫停 

2月 8日(星期五) 本堂照常開放 

 

 

 

家事提提你 
 

活動 內容 截止日期 

《加拉太書》研讀 
16/2-16/3 

(星期六) 

下午 

4:00-5:30 
六樓青苗園 2月10日 

信仰探索班 

Ａ 每月第二

及第四個

主日 

上午 

10:45-12:15 
六樓桃李門 不適用 

Ｂ 
下午 

12:30-2:00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或重整信仰者 

報名：請向鄧惠玲傳道查詢及報名(2336 1696) 

虎地路 

屯門徑之旅 

行山日期：23/2/2019(星期六) 

集合時間：早上9:30 (逾時不候)  

報名方法：請向辦公室幹事填寫報名表 

2月10日 

 
 

福音廣場:「誰明父親的心？」 

日期：3月 3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12:30（中午堂） 

地點：一樓禮堂 

講員：簡民基牧師 

見證：王鎮平弟兄 

 

鎮平與爸爸的關係疏離，很少溝通，所以不很了解爸爸，甚至誤解了爸

爸好幾十年，錯過了很多美好的時光，後來是甚麼扭轉他們惡劣的關

係呢？......我們可能聽過以下經文很多次：「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

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

音三章 16節) 不過，你又明白天父上帝的心嗎？ 

 

請邀請未信親友參加，讓他們找到人生的盼望和出路。 

如有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溫馨提示 

1. 鑑於有不少本堂會眾不清楚本堂會友的意思，本堂會友是指在本堂

接受洗禮加入本堂，或是轉會到本堂成為會友的信徒。我們鼓勵經

常出席本堂聚會之信徒能正式成為本堂信徒，以便能安排有更美好

的牧養。 

2. 本堂長木椅椅背及插筆放聖經位置請勿用作懸掛物件(包括勾掛手

袋、雜物等)，因容易損壞並維修費用昂貴，每張損毀都要付上數千

元之維修。 

3. 凡借用本堂場地的小組，若該次停止聚會，務必通知辦公室幹事。

另亦請各小組負責人將聚會出席人數填上地下壁報板之小組出席

表，以便統計小組出席情況。 

4. 聖餐注意: 主日早堂時段三樓有同步崇拜，因外室的幼童房間不會

有司事當值，如個別需要領聖餐者請按崇拜進程提示司事或到副堂

領聖餐。另信徒如遲來在玻璃檯或三樓外室等候，期間請自行安靜

及知會司事領聖餐，若聖餐已進行一半(如會眾已領餅)，請勿單領

杯，聖餐需要個人安靜等候才領受餅及杯為合宜。 

 

 
 

2019年糧油食品及利是錢捐獻 

農曆新年就快到，看見很多家庭處於困境，我們很想在農曆新年後，呼

籲眾弟兄姊妹將糧油食品、利是錢等物資捐獻給有需要的群體，一齊

以行動去表達基督對貧窮人的愛和關心。 

 

食物種類：米、麵、米粉、罐頭、麥片、糖果、餅乾等 

利是錢捐獻：自由奉獻 

收集日期：2019年 2月 17及 24日（兩個主日） 

收集時間：清晨堂、早堂及中午堂崇拜後 

（下午堂肢體請交給辦公室幹事） 

收集地點：地下停車場 

 

請注意食物的到期日子，起碼有半年期限。 

 

我們會將收集到的糧油食品捐給「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再轉送給有需

要的人；而利是錢則會撥入本堂「關懷貧窮人事工」以支持有關的服

侍。如有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23361696）。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太 5：7） 

 

招募服侍義工 

崗位 時間 

司琴 (兒童牧區— 

希幔兒童合唱團) 

主日下午 2:00-2:45 

場地擺放(兒童牧區) 主日上午 8:30-8:50/10:30-10:40 

(每月 1-2次) 

報名方法: 請到辦公室報名 
 

 

 



 

福音栽培部 

2018年物資收集及金錢捐獻報告 

衷心多謝各位在 2018年捐贈了以下的物資和金錢： 

2、3月份新春 

糧油食品收集 

米（5公斤）          10包 

通心粉             3箱 

糧油食品 (包括罐頭、麥片、食油、米粉、   6箱 

麵食、公仔麵、冬菇、牙膏、糖果、餅乾等） 

2、3月份新春 

利是錢捐獻 
款項撥歸教會「關懷貧窮人事工」      $9,260.00 

印花禮品 
「頂級廚師」廚具印花共 787個，換領了以下禮品： 

 2個 28厘米炒鍋（240印花 x2） 

 2個 16厘米單柄鍋（140印花 x2） 

「Nutrifesh」廚具用品印花 487個，換領了以下禮品： 

 2個冷熱保溫瓶（140印花 x2） 

 1個電動攪拌機（200印花 x1） 

其他物資 小禮物、儲蓄錢箱、羽毛球拍及羽毛球、   18袋/箱 

乒乓波拍及乒乓波、玩具、小擺設、 

文具、日記簿、顏色筆…… 

備註： 

 

 

物資方面： 

1. 送予教會關懷貧窮網絡之「愛心糧倉」物資轉贈服

務再轉送給有需要的群體，合作教會/機構包括： 

愛鄰舍聚會點（慈黃區） 

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九龍堂） 

2. 送予白田福音中心的街坊和會眾。 

3. 用於福音事工上的用途。 

利是錢： 

款項撥歸教會「關懷貧窮人事工」以幫助有需要的群

體，例如派飯、學生補習、關懷探訪等。 

為到我們能一起參與關懷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及同心見證神的慈愛獻

上感恩！願厚賜百物的神親自報答你們，並賜福你們每一個。 

如有物資捐獻或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