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報告

上週各聚會人數

1.

歡迎今早參加崇拜的新朋友及弟兄姊妹。

2.

教牧執事會：於本週三（7 日）晚上 7:30 舉行，
求神賜他們好的靈命來帶領教會。

3.

教會祈禱會：本週三晚（7 日）的祈禱會，暫停
一次。

4.

2019-2020 執事選舉會友大會：將於 11 月 18 日(主
日)下午 1:30 召開。將會從 9 位執事候選人（李佩
美 Doris、吳德儒 Gregory、王鑑勤 Henry、吳志
明 Ivan、莫國璣 Keith、許詠傑 Lawrence、馬致
達 Mati、陳智誠 Sam、李彥 William）中選出 7 位
2019-2020 度的執事。依據教會新附例乙部第 4a
段，有投票權利會友名單已張貼在辦公室外的壁
報板上，請會友參閱及務要出席會議。當日設有
午餐供應。請代禱。

5. 聖誕禮物顯愛心：本堂今年將會支持 UGM（聯合

福音機構）之聖誕餐卷捐獻大行動。捐助形式可
以餐卷數量或以捐助金額作單位。今天起至 11
月 18 日接受捐助，詳情請向李洪佩君 Olivia 姊妹
查詢及填寫捐助金額。

教會聚會簡介
主日聚會：
粵語崇拜
粵語主日學
英語崇拜
AWANA
兒童主日學
祈禱會：

7. 嬰兒：感謝神！陳卓思伉儷 Emily & Philip 於 11 月

1 日(週四)誕下女兒 Maia 韻言，重 6 磅 13 安士，
母女平安。願神保守她健康成長。
8. 「家人信主」心願單：為鼓勵向家人傳福音，教

會制作了一張心願卡，盼望弟兄姊妹填寫後交回
教會辦公室。
9. 10 月份奉獻徴信：已張貼在辦公室外的壁報板

上，請核對。
10. 蔡牧師將於 11 月 9-10 日（9am-9pm）參加 Carey

神學院辦的神學講座（鮑維鈞博士主講），請代

禱。
奉獻收入
常費
差傳
短宣
合共

粵語部
$1,722.70
$130.00
$0.00
$1,852.70

英語部
$520.00
$200.00
$0.00
$720.00

上週總數
$2,242.70
$330.00
$0.00
$2,572.70

一月至上週收入
$189,100.85
$25,826.00
$8,201.00
$223,127.85

上午 11:00
上午 9:15
上午 11:00
上午 11:00
上午 9:30

2018 年 11 月 4 日

每月第 1 主日上午 9:30
週三晚上 8:00

(每月第一個主日祈禱會後，隨著
的週三晚祈禱會便暫停一次)

查經小組：
粵/國語

週五晚上 7:30

活動小組：
讚美操

6.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將於 2018 年 12 月

4 日至 2019 年 1 月 5 日假本教會舉行，現已開始
接受報名，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這個幫助
轉化生命的課程。詳情請看大堂的海報資料。教
會將支持參加者課程的一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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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崇拜
英語崇拜
兒童崇拜
祈禱會(中)

週四晚上 8:00
週六早上 10:00

團契聚會：
粵語：
保羅團 (中文職青) 週六下午 4:00
11 月 17 日：籌備聖誕
約書亞團(成人)
週六晚上 6:00
11 月 10 日：圍爐共話
以諾團(年長)
週三早上 10:00
11 月 7 日：查經
男仕小組：
週一晚上 7:30
11 月 5 日：約翰福音裏的神蹟
英語：
T412(初/高中)
週五晚上 7:30
11 月 9 日：The Book of Judges #5
Vibrant (大專)
週五晚上 7:30
11 月 9 日：Real T Talk
Cornerstone(成人)
週五晚上 7:30
11 月 9 日：Real T Talk

全年目標
$294,400.00
$40,736.00
$23,706.00
$358,842.00

祈求供應 (尚欠)
$105,299.15
$14,910.00
$15,505.00
$135,714.15

傳道同工 中文事工牧師：蔡健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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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事工顧問牧師：劉傑文牧師
英文事工顧問牧師：Bill Wong 牧師
教會秘書 呂秀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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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崇拜進行期間
請關上手提電話
年長不便站立的兄姊
唱詩及牧禱時可不必站立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講員
國語翻譯
主席
領詩
司琴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迎新
停車場指揮
襄禮

：蔡健強牧師
：梁沈玉玲姊妹(在圖書室内）
：陳炳坤弟兄
：林周厚頤姊妹
：陳珮珩姊妹
：程志剛伉儷
：岑李蘭英姊妹 / 胡偉文弟兄
：林欣榮弟兄
：梁張惠蓮姊妹 / 黃雄昌弟兄
：邱月鳳姊妹 / 蔡琳姊妹
：王鑑勤執事 / 黃志強弟兄
：程李佩美執事 / 馮國安執事

講員 : 蔡健強牧師
講題 : 耶穌的言行（六）：耶穌都有火
講道經文：約 2：13-22

序樂 ................................................................................ 司琴
默禱 ................................................................................ 會眾
宣召 ................................................................................ 主席
頌讚 ................................................................................ 會眾
牧禱 ........................................................................... 蔡牧師
使徒信經 ....................................................................... 會眾
聖餐 ...... 本堂歡迎任何宗派已受水禮的兄姊同守聖餐， .... 蔡牧師
未領水禮者，請尊重聖餐之莊嚴，請勿領用。

以聆聽神話語之心敬拜神

以感謝之心敬拜神
以歡迎及關懷之心敬拜神

獻詩 ....................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詩班
讀經 ........................... 約 2：13-22............................... 主席
信息 ....... 耶穌的言行（六）：耶穌都有火 ..... 蔡牧師
回應詩 ........................... 潔淨我................................... 會眾
奉獻 ................................................................................ 會眾
歡迎及家事報告 ..................................................... 蔡牧師
三一頌 ............................................................................ 會眾
祝福 ........................................................................... 蔡牧師
阿們頌 ............................................................................ 會眾

默禱 ............................................................................ 會眾

2018 年主題：愛神…愛神的…愛神所愛的…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
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
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
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
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員 ：劉傑文牧師
主席 ：梁沈玉玲姊妹
領詩 ：李健榮弟兄
司琴 ：莫陳小嫻姊妹
迎新 ：胡辛嘉寶姊妹/
孫韻鴻姊妹

國語翻譯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停車場指揮

：劉許幼娣姊妹(在圖書室内)
：曾梁玉儀姊妹 / 鄧桂滿姊妹
：陳君然弟兄 / 胡偉文弟兄
：黃浩璋弟兄
：梁張惠蓮姊妹 / 黃雄昌弟兄
：王鑑勤執事 / 梁志明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