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分享
1. 今日(9 月 8 日)早堂崇拜後 12:30，在地下停車場舉行「差傳祈禱會」
，
是次為熊文傑、周翠珊宣教士伉儷（加納）禱告，歡迎信徒出席。
2. 9 月 13 日(星期五)為中秋節，是日辦公室 3 時後停止辦公，另教堂將
於 6 時結束一切活動。
3. 9 月 14 日(星期六)為公眾假期，教會將於下午 1 時開門，下午長者崇
拜及晚間青年崇拜則照常舉行。
4. 9 月 29 日(主日)為培靈研經會(9:00、10:45、12:30)，下午 3 時崇拜
將暫停一次。
5. 9 月份收集共收得月餅券 28 張，西餅劵 22 張，現金 5,100 元。教會安
排將收得的月餅劵在中秋節前轉贈白田基層家庭，深水埗家庭及同心
圓敬拜福音平台安排送贈貧困家庭。
6. 為方便教會預備 2019 年事奉人員小禮物(2020 年記事本)，請 2019 年
事奉人員到地下教會壁報板登記，截止日期為 9 月 22 日(主日)。
7. 現決定長者水禮班及"奪寶奇兵"課程延至明年一月才開班。


培靈研經會
主題: 「家庭、婚姻、兩性關係」- 回歸主道
講員: 黃國維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
9 月 28 日(星期六晚)
(第一講) 19:00-20:15
(第二講) 20:30-21:15

神創造的家庭（創 2:7-9,2:15-25,3:22-24）
神交托的家庭（創 22:1-19）

9 月 29 日(星期日)
(第三講) 清晨堂 9:00-10:20 神救贖的家庭（可 3:20-35）
(第三講) 早堂 10:45-12:15 神救贖的家庭（可 3:20-35）
(第四講) 中午堂 12:30- 2:00 神呼召的家庭（林前 7:1-17, 啟 21:1-5）
(*是日下午堂暫停一次)

新朋友交誼日
日期：9 月 15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2:30-1: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內容：簡便小吃、遊戲、互相認識、介紹教會架構及聚會
歡迎最近參與崇拜的新朋友出席，如有查詢或報名，
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9 月雙周祈禱會
日期: 9 月 10 日(星期二)
時間: 晚上 8:00-9:00
內容: 敬拜禱告，為城市守望
邀請守望: 第 21 區(葡萄樹組、蘋果樹組、生命樹組、香柏樹組、BSaC 組)
歡迎信徒出席


青年夫婦小組
日期：每月一次，於星期日下午舉行 (首次日期待定，會每次相約)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教會
內容：分享、代禱、團契、查經
對象：青年夫婦
時期：為期一年
報名：如有興趣報名，請在地下教會資訊壁報板索取報名表，填妥後
放進辦公室門前信箱或交辦公室
查詢：岑詠君傳道或王華燦牧師


9-10 月教會方向: 靈修禱告
1. 參與每天的讀經，試讀約伯記全卷書。
2. 出席 9 月 28-29 日培靈研經會
3. 出席本堂 9-10 月期間一次的雙周祈禱會或主日禱告會

2019 年【以愛還愛】
為讓信徒可以實踐耶穌的教導，憐憫貧窮人及關愛鄰舍，本年的十二月關
懷貧窮人事工將會再次舉辦【以愛還愛】籌募活動。是次活動目的乃鼓勵
信徒關心貧窮人，及實踐綠色生活愛護地球，將家庭或個人的"全新"有餘
物資捐出，教會將收集物資作義賣，所得收入全數撥歸關懷貧窮人事工經
費作為事工發展，活動及捐贈有需要基層家庭。
詳細物資收集查詢，請聯絡周國蘭傳道(2339 3079)或辦公室幹事袁映紅
(2336 1696)，截止日期：27/10/2019


趙世光牧師來港七十周年紀念培靈會
日期: 10 月 20 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 4:00-5:30
地點: 香港靈糧堂(銅鑼灣禮頓道禮頓里 6 號)
主題: 細訴主恩七十載，還看今天?
講員: 陳瑞漢長老
主辦: 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區會
報名: 地下壁報板填上正楷名字


義工招募
崗位
白田福音中心
功課輔導導師

時間
星期一 下午 5:30-6:30 (每週)

白田福音中心
功課輔導班助理

星期一至五 下午 4:30-6:30 (每週 1-3 次)

希幔兒童合唱團司琴

9 月-12 月 逢星期日
下午 1:00-2:00 或 2:00-2:45

幼童崇拜司琴

星期日 上午 10:40-11:10 (每月 1 次)

協助場地擺放 (兒童牧區)

星期日 上午 8:30-8:50 (每月 1-2 次)

如對以上有興趣及負擔者請到辦公室留下聯絡電話。

兩年讀完聖經(每天讀 2 章)
為鼓勵會眾讀經，每天讀兩章聖經，務求2年內讀完全本聖經一次，計劃歡
迎隨時中途加入，所需時間則順延，另我們已提供讀經進度表連讀經次序
表，以方便知道進度，讀經進度表可在玻璃檯或一樓梯間索取。
9月讀經: 約伯記: 1-42章


安息禮拜公告
1. 黃羅秀珍姊妹已安息主懷，並於 9 月 11 日(三)晚上在世界殯儀館設靈
守夜，翌日 9 月 12 日(四)早上 10:00 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羅姊妹或
其家人的肢體，能撥冗出席，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2. 黃謝友芳姊妹已安息主懷，並於 9 月 12 日(四)早上 9:30 在伊利沙伯醫
院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謝姊妹或其家人的肢體，能撥冗出席，向其家
人作出慰問。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你要我為你作什麼?
經文：可 10:35-37;10:46-52
大綱
(一) 大衛的子孫

(二) 可憐我吧

(三) 呼召

(四) 丟下衣服

(五) 跟隨主耶穌

問題討論
1. 瞎子聽見別人對主的稱呼是什麼? 他自己卻如何稱呼耶穌? 二者有何
分別?10:47
2. 瞎子如何呼求主? 這對我們有何提醒? 10:47
3. 馬可用了幾個「叫字」去描述主耶穌呼召瞎子，這對你有何意義? 10:48
4. 瞎子對主的呼召有何反應? 你對他的反應有何看法? 10:50
5. 瞎子最後走上一條怎樣的路? 本段經文對你有何意義? 1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