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79 期
日期：二零一三年十月廿七日
教會年題：「同心建立教會，合力廣傳福音」
主日崇拜程序
 宣召及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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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敬 拜 隊
主
席
區祥江 博士

題目：傾倒出來的奉獻
經文：可十四 3-9

 回應及收奉獻
 報
告
 頌主禱文
本週當值事奉人員：
主席

郭錦富 傳道

講員

區祥江 博士

帶領敬拜

敬 拜 隊

當值執事

劉嘉碧 執事

接待

宋佩琼、陳瑞芳姊妹、梁勵行弟兄

總務

鄭景洪、陳維政弟兄、曹月侃姊妹

音響

宋君亮、王富德弟兄

代禱者

第 三 組

幼兒/兒崇導師

何麗娟傳道、楊嘉寶姊妹/林燕玉、陳淑賢姊妹

本週生日肢體：李國蕾姊妹、姚潤華弟兄
下週主日當值事奉人員：
主席

何麗娟 傳道

講員

郭錦富 傳道

帶領敬拜

大 專 組

當值執事

呂培賺 執事

接待

曾明慧、黃玉珠、邱嘉敏姊妹

總務

謝文熹、姚潤華、曾立恆弟兄

音響

宋君亮、韋嘉濠弟兄

代禱者

第 一 組

幼兒/兒崇導師

黃鳳儀、陳金枝姊妹/林燕玉、陳淑賢姊妹

圖書管理員

宋佩琼姊妹

證 道 大 綱
題目：傾倒出來的奉獻

日期：27. 10. 2013

經文：可十四 3-9

講員：區祥江 博士

大 綱：

背上週金句：賽四十三 19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讀本週金句：可十四 6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靈修小品

摘自《效法基督》

＊＊甘心順命
甘願聽命，不想自主，這實在大有益處。
處下位比居上位少有危難。許多人聽從命令，
是由於不得已，不是由於愛心；因而他們感到困難，
容易發怨言。
為了上帝的緣故自願站在下位，否則總得不到
靈性上的自由。東奔西跑，總不得心上的休息，除非
謙謙卑卑地服從。
上週青崇收奉獻﹕
上主日收本堂奉獻﹕
上主日本堂收發展基金：
上主日本堂收宣教基金：
上主日本堂收愛關基金：
總收奉獻﹕

$
$
$
$
$
$

174.50
1,319.00
0.00
0.00
0.00
1,493.50

十月份青崇收奉獻：
十月份主日收本堂奉獻﹕
十月份本堂收發展基金：
十月份本堂收宣教基金：
十月份本堂收愛關基金：
十月份主日總收奉獻：

$
$
$
$
$
$

383.50
52,139.20
13,400.00
200.00
5,700.00
71,822.70

崇拜人數

成崇 (上主日) 兒崇(上主日) 幼兒班(上主日) 青崇(上週六)

64 人

15 人

上週主日祈禱會出席人數：17 人

12 人

28 人

【為萬人代求】
1. 世界： 為巴基斯坦教會及福音工作禱告。求主保守這些年來教會陷在伊斯蘭及印度教
的暴力攻擊及生活壓力，使信徒及教會領袖能有恩典、力量堅持信仰及常作見
證。也求神在該國興起更多有能力的教會領袖及宣教士，引領更多人歸主。
2.

中國： 為中國今年秋冬季節傳染病問題禱告，求主使政府推行周詳的防疫策略，能使
疫症的擴散及影響程度減到最少。也求主使中國民眾能提高衛生及防疫意識，
好使自己及他人蒙益處。
也求主使各國政府處理這些政治、人道難民時，能有更多資源及智慧去處理。

3.

香港： 為香港人的心靈空虛禱告。求主使他們不致陷在酒精、毒品、不正常的性愛關
係、賭博等放縱情慾及麻醉方式中；也求主使他們在低沉時得到適當的開解及
幫助，在他們身邊興起信徒的見證與關懷，使他們脫離空虛感及困難，並認識
上帝得力去面對人生。

4.

沙迦： i)為教會能建立堅固的禱告與關顧團隊禱告，使更多有需要的兄姐、朋友能得到
更多、更合宜的關顧及代求。而且求神賜下屬靈的眼光，藉禱告及行動，堵塞
一切破口漏洞。
ii)為初信成長班禱告：
＊求幫助學員有屬靈的智慧明白真道，更懂得順從真理，好叫他們藉學習領受
更多，生命得以成長。
＊求主保守學員的生活及工作，在忙碌中仍能抽時間學習，在靈修生活上建立
好的根基及良好的習慣。
＊為導師阮群禱告，求主給智慧與力量，在安排課程及教學上，均有上帝的引
導及洞察學員的需要。
 劉自強：記念家中各人身體健康、工作順利蒙福。
 劉太：為上課學習順利、有智慧恩典力量。
 劉潔玉：為身體健康及學習。
 鄭連金：為身體健康及學習有智慧。
 梁桂芬：為身體健康，最近感冒且疲倦。
iii)為佈道會禱告：
記念講員(蔡元雲醫生)身心靈健壯，宣講主的說話，祝福所有與會者。
求主加添籌委(曾明慧、劉嘉倩)力量，有智慧安排一切佈道會事宜。
為佈道會前一切福音預工禱告，求主使用這些機會，建立朋友與眾兄姐的關
係，求主預備他們的心，好能在佈道會中接受福音。為眾兄姐禱告，求主加添
各人傳福音作見證的心，更藉這次佈道會，成為一次見證收割，使人得救的機
會。
iv)為其他肢體祈禱：
為周景弟兄治療癌症禱告，近日恢復較低劑量標靶藥治療。求主繼續保守身
體健康，各項功能及指數都良好，信心堅固，餘下治療過程順利。
為陳耀松弟兄患食道癌禱告，求主使進一步檢查及治療順利及有恩典。願主
看顧他的全家，能有力量、恩典一同去面對往後的生活。
為劉四婆婆已出院回家休息感恩，求主保守回家後生活的適應。
v)臨近 10 月尾的萬聖節是外國人的鬼節，近年卻被包裝成有趣好玩及鼓勵消費
的節日，祈求主賜我們能力，面對屬靈的爭戰，警醒拒絕所有不宜的參與。

5.

下週崇拜： 記念下週負責崇拜的全體工作人員，願主祝福他們的服侍。

【家事分享】
1.感恩： 感謝區祥江博士蒞臨證道，藉信息來提醒我們。願主賜福區博士的生活、教學與
服事。
2.聖餐崇拜： 下週日(3/11)為聖餐崇拜，請各兄姊預備、省察，共同記念耶穌基督的餅與杯。
3.同工消息： 李兆康長老今日參與聖道迦南堂崇拜，並將於下週二(29/10) 覆診，願主同在
繼續醫治。
4.堂委組長交流日： 下星期日(11 月 3 日)下午 2:00-4:30 在教會舉行堂委組長交流會。
請各區導師、各位組長預留時間，同心為教會明年發展、事奉方向有
美好溝通及禱告。
5.沙迦合組活動： 齊看 DVD「讓全界都知道」
日期：02-11-2013(週六)
晚上六時半開始 新翠教會禮堂
盼望增強大家對聖經歷史的了解，更能認識聖經，歡迎全教會肢體參與。

6.祈禱會： 星期日全教會祈禱會是為教會事工、肢體需要，藉禱告一同經歷上帝的大能，
鼓勵各兄姊一同參與代禱，站在時代的破口上，讓教會及個人成為福音見證。
主日上午 9:30 開始-------教會第 5，6 教室舉行
不同組別祈禱編排： 03/11---音響組
10/11---恩明組
7.家聚區： 姊妹組將於主日 10/11 下午 1:30 於教會課室 1 聚會。弟兄組 11 月聚會暫停。
8.外間聚會：

i)由香港讀經會主辦：「每月讀經專題講座」
講員：褚永華牧師(香港神學院院長)
日期：11 月 1 日(五)
時間：晚上 7:15～9:00
主 題：《路加福音》研讀(一)
地 點：信義會真理堂(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 號)
費 用：$20(即場繳費，《每日讀經釋義》讀者(包括電子版)憑書內贈券免費入座)

-----------------------------------------------------------------------------------------------------------------

ii)由拉法基金會主辦講座：
主題：衝突的善後
日期：11 月 2 日(六) 時間：晚上 7:00-10:00
講員：吳宗文牧師、趙崇明博士、梁林天慧博士、葛琳卡博士
地點：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九龍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費用全免，歡迎肢體向同工查詢報名

9.教會旅行： 日期：12 月 8 日(星期日)

地點：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主日崇拜時間提前上午 9:30 開始--------崇拜後出發-------下午 4:30 回程
＊＊收費包括旅遊車接送及午膳費用
成人：每位$85 元
名額：88 人

中/小學生或 60 歲以上長者：每位 $40 元
0-6 歲幼兒免費
截止報名日期：17-10-2013(歡迎盡早向組長或同工報名)

誠邀各位兄姐預留時間參加，並鼓勵肢體邀請親朋好友同行，
大家同心禱告，盼藉此機會讓更多人認識神。
10.佈道會: 沙迦 2013 佈道會，日期：12 月 15 日主日崇拜時間
講員：蔡元雲醫生(突破榮譽總幹事)
主題：幸福家庭由「...」起
鼓勵兄姐關心未信主親人朋友，藉著禱告祈求，能邀請他們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