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81 期
日期：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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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
迎
 證
道

敬 拜 隊
主
席
張金水 傳道

題目：屬靈生命成長
經文：路二 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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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金水 傳道

帶領敬拜

敬 拜 隊

當值執事

羅朝棟 執事

接待

劉嘉倩、林麗珍、邱嘉敏姊妹

總務

羅朝棟、曾立恆、吳浩彬弟兄

音響

姜啟龍、李鍵濠弟兄

代禱者

第 四 組

幼兒/兒崇導師

黃鳳儀、鄭金枝姊妹/鄭惠芯、陳詩敏姊妹

本週生日肢體：黃林燕玉姊妹
下週主日當值事奉人員：

主席

張金水 傳道

講員

郭錦富 傳道

帶領敬拜

敬 拜 隊

當值執事

蕭慶華 執事

接待

宋佩琼、李木儂、方勵行姊妹

總務

蕭慶華、吳庭輝弟兄、馮孟津姊妹

音響

馮天富、譚達成弟兄

代禱者

第 二 組

幼兒/兒崇導師

李國蕾、楊嘉寶姊妹/鄭惠芯、陳詩敏姊妹

圖書管理員

黃鳳儀姊妹

證 道 大 綱
題目：屬靈生命成長

日期：10. 11. 2013

經文：路二 39-52

講員：張金水 傳道

內 容：
1. 內在的因素
甲、對上帝認真的程度

乙、與父母相處的態度

丙、個人生命成長的狀況

2. 外在的因素
甲、上帝的賜予

乙、父母的賜予

背上週金句：路一 46-47
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讀本週金句：路二 52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起增長。」

靈修小品

摘自《效法基督》

＊＊甘心順命
你不可多靠自己的意見，當樂意多聽別人的意見。
設若你的意見是好，而你仍然為了上帝的緣故把
它放下，隨從別人，那對你大大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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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人數

$
$
$
$
$
$

217.50
27,242.10
6,100.00
1,500.00
200.00
35,259.60

成崇 (上主日) 兒崇(上主日) 幼兒班(上主日) 青崇(上週六)

81 人

上週主日祈禱會出席人數：8 人

14 人

8人

28 人

【為萬人代求】
星期一 全球：為近期中日美在軍演及領土事情上的緊張禱告，求主使三國元首能在各方
面克制及以和平方式來解決。使各方能拋開利益、歷史、文化及政治的狹隘，以
寬廣合宜來處理彼此歧見。
＊教會：為教會明年方向及發展禱告，求主使同工有從上帝而來的異象，為教會
能在屬靈追求、生活見證及福音傳揚上都走在神心意的路上。
恩明組黎潔欣 ：為下星期六、日學校開放日預備工作禱告，尚還有很多項目未
完成。
星期二 中國：將舉行的十八大會議禱告，求主賜各領袖有智慧、力量去討論國家的事
務及政治方向，好讓國家領導在穩健下發展，對全中國帶來積極良好的影響，使
國家走往公義健康的管治。也禱告求主遏止一切針對十八大的恐襲事件。
中心：十一月是各校的測驗週，求主賜各學生和導師有健康和足夠能力去面對。
恩明組周啟恩：感恩父親出院了！求神保守往後的治療，繼續堅固他的信心！
並為請合適工人禱告。
星期三

□香港：為近日電視牌照風波禱告，求主使各方回到自己該有的公平、公義的層面

去負本身責任。也使事件能得到合適和諧的解決方式，不使事件走向對立、破壞
的局面。
佈道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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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明組曾明慧：為年終工作的評核及預算，並建立團隊精神禱告。
恩明組陳梓堅：求主醫治感冒不適。
星期四 佈道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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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為李兆康長老的身體禱告，求主施憐憫使他身體抗癌機能提升，也禱告
新藥物能儘快使用得良好效果。
恩明組劉嘉倩：感謝神讓我有趣味地繼續讀聖經，及讓母親更認識主。
星期五 佈道會：為佈道會前一切福音預工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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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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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為周景弟兄治療癌症禱告，求主使體力恢復，可接受醫生進一步治療。
求主繼續保守身體健康，信心堅固，餘下治療過程順利。
恩明組袁思樂、鄧穎詩 ：記念思樂的工作忙碌，求主賜力。求主醫治穎詩的濕
疹，賜健康的身體。
星期六 肢體：為陳耀松弟兄食道癌禱告，檢查後癌細胞沒有擴散，但需以胃喉進食。
明天(11/11)裝食道支架方便進食流質食物，求主保守安裝及適應，並以後適當
的治療；也求主看顧他的全家，能有力量、恩典去照顧。
恩明組馮孟津：請為尋找新工作禱告。
恩明組鄭展雄：為每天有足夠休息禱告。
星期日
請早點起床，參加教會祈禱會，早上 9:30 在教會 5 號課室
記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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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上帝恩典，賜下祂話語來成為我們在世為人的最高準則，並藉聖靈提醒安慰
加力，使我們活在祂的美好中。
2.堂委會： 下週主日 2:00PM 有堂委會，請各堂委預留時間出席共同商討教會事工。
3.同工消息： 黃素芬姑娘於 9-11/11 往 B 點探訪，求主保守平安。
4.院舍探訪： 今日下午探訪沙田第一城劍橋護老院，歡迎參與的肢體於下午 1:15 分回到教
會集合，然後一齊出發。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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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組別祈禱編排： 10/11---恩明組
17/11---利百加小組
6.家聚區： 今天下午 1:30 姊妹組於教會課室 1 聚會。
7.行事曆： 今日週刊附有教會 2014 年行事曆，請各兄姐為教會祈禱及預留時間參與各項聚
動。
8.外間聚會： 大衛城文化中心主辦 第十二屆夫妻節
明晚 11-11-2013 /晚上 8:00-9:45
證道：吳振智牧師
主題：愛的戳記
地點：伊利沙伯體育館(香港灣仔愛群道 18 號)
(教會已備少量門票，歡迎肢體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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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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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主日 12 月 15 日/上午十時半
講員：蔡元雲醫生(突破機構榮譽總幹事)
地點：張煌偉小學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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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報佳音： 平安夜 2013 年 12 月 24 日晚教會安排了家庭探訪聖誕報佳音活動，
歡迎 兄姐開放家庭作報佳音活動，
另外也邀請兄姐報名同往上述開放家庭報佳音。
活動安排如下：晚上 7：00 在教會集合，8-9:30 探訪時段，
9:30-10:30 回教會分享及享用糖水。
〈誠邀各位向組長或同工報名〉
12.鮮花奉獻： 2014 年 1-6 月主日鮮花奉獻，歡迎肢體於佈告板上報名。每次金額為
HK$150，可用奉獻封於崇拜時放入奉獻袋或交給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