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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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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路七 36-50

 回應及收奉獻
 報告/分組祈禱
 頌主禱文
本週當值事奉人員：
主席

郭錦富 傳道

講員

何麗娟 傳道

帶領敬拜

恩 明 組

當值執事

呂培賺 執事

接待

董婷婷、黃玉珠、賴婉蘭姊妹

總務

呂培賺、朱啟豪弟兄、曹月侃姊妹

音響

呂浩然、陳曉麟弟兄

代禱者

第 三 組

幼兒/兒崇導師

李國蕾、楊嘉寶姊妹/蔡惠萍、謝惠好姊妹

本週生日肢體：馮天富弟兄
下週主日當值事奉人員：
主席

郭錦富 傳道

講員

李兆康 長老

帶領敬拜

敬 拜 隊

當值執事

劉嘉碧 執事

接待

李國蕾、邱嘉敏、方勵行姊妹

總務

陳維政、曾立恆弟兄、羅沛然姊妹

音響

宋君亮、王富德弟兄

代禱者

第 四 組

幼兒/兒崇導師

何麗娟傳道、陳曉麟弟兄/蔡惠萍、謝惠好姊妹

圖書管理員

宋佩琼姊妹

證 道 大 綱
題目：回到主身旁

日期：24. 11. 2013

經文：路七 36-50

講員：何麗娟 傳道

引 言：
路加褔音七章 36-50 是分享一次耶穌被一位法利賽邀請到他家中吃飯的故事，
其間一位公認有罪的女人到來，她把握在耶穌身邊的機會，全心服事主，體貼
主心。相反那請客者卻忽視了耶穌，這兩個人物成了這個故事的對比。藉這故
事耶穌讓我們知道如何可經驗耶穌更多的深恩，並願我們能效發這女人一樣，
把握機會回到主身邊。
（一）那女人回到主身旁：需除去別人眼光，定睛看著耶穌（v36-38）

（二）那女人回到主身旁：要看清自己身份，為主預備上好（v40-48）

（三）那女人回到主身旁：請用心去感受主，用愛去報主恩（v47-50）

總 結：
相信我們也深願能體貼主心！主說蒙恩多愛更多。那西門和那女人同樣也是蒙耶
穌恩典的人，不同的是誰可回到主身旁，更深體會那份被主的接納與恩典！願我們越
發體會主的恩赦，越發叫我們愛慕恩主。

背上週金句：路五 17
主的能力與耶穌同在，使他能醫治病人。
讀本週金句：路七 47
所以我告訴你，他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他的愛多；
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

靈修小品

摘自《效法基督》

＊＊求得平安
若對於那些與我們無關的言語行為不操心，就能有大平
安。……多在外面求分心的，卻少監察自己內心的人，怎
能達到長久的平安呢？純潔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多得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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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98.70
5,598.00
5,000.00
1,200.00
0.00
11,896.70

十一月份青崇收奉獻：
十一月份主日收本堂奉獻﹕
十一月份本堂收發展基金：
十一月份本堂收宣教基金：
十一月份本堂收愛關基金：
十一月份主日總收奉獻：

$
$
$
$
$
$

316.20
58,940.60
23,600.00
3,300.00
600.00
86,7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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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人

17 人

上週主日祈禱會出席人數：10 人

10 人

21 人

【為萬人代求】
星期一 全球：為菲律賓風災禱告，求主安慰死去親友的家屬，也求主使菲國及各國政府
加緊救災行動，使災區百姓得到維生物資，並使政府加快安頓受災民眾，幫助他
們重建家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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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為香港能盡快立法制定標準工時，使打工仔有更多的休息時間、與家人
相處的機會，及工作更有效率和精神健康，也避免工作壓力過大等。
星期二 中國：為中國放寬一胎化政策所帶來廣泛的衝擊禱告。除了人口可能大幅增加
外，在糧食、經濟及各項民生設施，中央及地方政府在各項事情上的配合，以及
人民對生命的尊重。也求主幫助中國教會面對未來十年間對小孩事工的承擔能力。
中心：為參與教會旅行的中心家長及同學禱告，祈求教會與他們有美好接觸，更
能藉此吸引他們參加教會聚會及認識上帝。
星期三 □香港：為在港的菲國家庭傭工祈禱，求主安慰遇難者家屬的身心靈，也讓失散的
家庭可以重聚，儘快得知家人的消息；也求神感動在港的雇主，盡力幫助有需要
的傭工度過難關。求神賜智慧給各國的救援部隊，協助菲國能夠順利把物資派發
到有需要的人手上。也求主保守災區，杜絕一切搶掠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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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為 11 月底至 12 月中的家長活動代禱，求主賜福每一次聚會。
星期四 教會旅行：求主保守旅行日天氣良好、各人平安。也為教會親友有 20 多人參與，
求主在當天賜下融洽相助的心靈，使眾人能有一個美好的遊玩，藉以幫助佈道會
邀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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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效果。
□香港：為香港能繼續有著言論及新聞自由、遊行及和平集會的自由、權利受基本
法及人權法所保障，使香港仍是一個有法律、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態度處理
所有公眾活動的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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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血指數不穩定，求主使繼續保守，使醫
生可以決定進一步治療。
□香港：為香港教會興旺、建立、復興祈禱，盼各教會能特別在 12 月耶穌誕生的
月份做更多福音工作，藉此讓信徒喚醒對主使命的心志，也能讓更多人能認識
主，得著從上帝而來的平安與喜樂。
星期六 佈道會：為 12 月 1 日及 14 日派單張活動禱告，求主使用這些機會，使單張落在
需要的人手中，並挑旺參加者的心志，投入佈道見證的行列中。
肢體：為陳耀松弟兄食道癌禱告，食道支架安裝後可以進食流質食物，但有些
許副作用，近日也有咳嗽，求主繼續保守以後生活及有適當的治療。也求主看顧
他的全家，能有力量、恩典去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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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消息： i)黃素芬姑娘仍於 A 點探訪，求主加力完成主的工作。
ii)阮群姑娘放年假外遊，求主賜平安。
iii)李兆康長老今日於聖迦堂參與崇拜，願主同在。

3.職青組長會： 今日崇拜後有職青組長會，請各組長會後到教會第 5 教室出席會議。
4.聖餐崇拜： 下週(1/12)為聖餐崇拜主日，請各兄姐預備、省察，一同藉餅杯記念主耶穌基督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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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2---G-O 組

08/12---暫停(教會旅行)

6.沙迦合組活動： 齊看 DVD「讓全界都知道」
日期：06-12-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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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教會旅行： 日期：12 月 8 日(星期日)

地點：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請各位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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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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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幸福家庭由「...」起
地點：張煌偉小學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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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佈道會派單張： 出隊日期：第一次---- 12 月 1 日(星期日)上午 9:30
第二次---- 12 月 14 日(星期六)下午 2:30
集合地點：教會禮堂

請各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可於後面報告板填寫，或向同工或籌委報名。
10.陪談員招募： 12 月 15 日佈道會當天需要陪談員幫忙，請有意參與的兄姐於報告板填寫，或向同工、
籌委報名。而下星期(12 月 1 日)崇拜後，請已報名及有心參與者崇拜後於教會禮堂集
合，會有講解。

11.報佳音： 平安夜 2013 年 12 月 24 日晚家庭探訪聖誕報佳音活動，邀請兄姐一起參與。
活動安排如下：晚上 7：00 在教會集合，8: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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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籌款： 本會會友劉偉鳴、梁琬瑩伉儷將於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2 月前往非洲烏干達宣教，歡迎
各位為他們禱告及奉獻支持。詳細分享及奉獻方式，請參閱他們的宣教籌款信。

13.外間聚會： 由香港讀經會主辦：「每月讀經專題講座」

日期：12 月 6 日(五)

時間：晚上 7:15～9:00

講員：林振偉牧師(聖公會施洗聖約翰堂主理牧師)
主 題：《路加福音》研讀 (二)---- 浪子的比喻
地 點：香港信義會真理堂(油麻地窩打老道 50 號，港鐵油麻地站 A2 或 D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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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家聚區： 弟兄/姊妹組將於主日 01/12 下午 2:00/1:30 於教會聚會。請各位組員預留時間。
15.訂購讀經釋義： 教會代訂明年 1-3 月讀經釋義，有意購買者請向組長或於報告板上報名，8/12 截止，
價目如下：大字版：折實價每本$38.00

細字版：折實價每本$3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