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聚會/活動一覧 

 時間 地點 聯絡 本週題目 

主日崇拜(粵/華/英) 每主日 10:00am 小學禮堂 牧者  

成年主日學(粵/華/英
) 每主日 11:45am 小學禮堂 牧者 

1.從聖經看約書亞
(華)  
2.選擇與後果:士師
記研讀(粵) 

祈禱會(粵/華) 每主日 1:00pm 小學禮堂 牧者  

Zoom 祈禱會 每月第一周二 
8:00-8:45pm 

Zoom 梁昕婷執事 5/7 日  

常青團(長者、粵/華) 第四周五
10:00am 會址車庫 梁牧師  

迦南團(成年、粵) 第二周五 7:30pm Zoom Shirley Wong/
羅牧師 

8/7 日上帝賜安息的
應許 

但以理團(成年、粵) 每周五 8:00pm 小學禮堂 Gwendolin Lai/
梁牧師 

 

恩典團(成年、華語) 每周五 1:00pm Zoom 李瑋/羅牧師 靈修及生活分享 

婦女查經小組(粵) 每週一 10:30am Amy 家 梁牧師  

家長團(粵/小學至初
中孩子的父母) 第一主日 2:00pm 小學教員室 羅牧師  

職青團 (粵/華) 每周五 8:00pm 小學教員室 Alex Leung/ 
羅牧師 

標竿人生 

男士小組 (粵) 第一周六 5:00pm 會址車庫 Danny Mak/ 
羅牧師 

 

英文團契 每周五 8:00pm 會址車庫 Ada Leung  

親子團契(BB、華) 第四周六 10am 弟兄姊妹家 
Jessie/ 
羅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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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曆 2022 年 6 月 19 日 主題：跟從耶穌、進入社區、作主門徒。 

本月經文  

「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 16:11) 

牧者的話:    

招募見證  (許慧貞) 

 
幾年前, 曾有朋友跟我分享三福佈道訓練事工, 如何成為「得人漁夫」,但

當時自覺能力不足, 固此沒有刻意追求而拒絕了. 偶爾用自己方法向親友

傳福音, 效果當然不理想. 當牧師邀請参加學習三福課程時, 內心也掙扎

一番, 因年紀不輕, 記憶力不像年青時, 要背誦福音大綱、相關經文等, 不

是容易的事, 但最終經過禱告而接受了. 

 
在投入課程的初期, 看著書本細密的文字, 還要準備面對面跟人分享見証

與福音, 情緒立時處於緊張狀態.  踏入第五週時, 深感很大壓力, 還要面

對即將來臨的考試, 頓生放棄念頭. 但此時聖靈提醒我, 不要憂慮, 不需理

會成績如何, 只要好好享受整個學習過程. 頓時心裡感到輕省, 心情放鬆

了,  藉著跟禱伴禱告, 學習和練習, 開始慢慢能有條理地將大綱和經文背

誦, 錯漏也減少了, 且在出隊傳福音時, 藉著神的帶領, 使用自己不善長的

語言講見證. 當中感受是何等喜樂。 

 
回看過去幾個月, 非常感謝神的帶領, 導師、隊長們的循循善誘, 禱伴不

斷的鼓勵, 經歷了一個很奇妙的學習旅程. 不但堅固了自己的信仰, 析除

了一些疑慮, 清楚明白自己有永生。同時透過此訓練, 好好裝備自己; 有

信心和有程序地與人分享永生的好消息., 實在獲益良多. 期望弟兄姊妹們

在未來一期的三福訓練課程, 能勇敢地踏出腳步參與, 成為我們隊員。你

可先藉著禱告向神求問; 讓祂向你顯明這方面的心意? 稍後我會再聯絡你, 

看看主在這個邀請中對你有甚麼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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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主日崇拜程序(崇拜前當關掉手機，安靜預備心靈, 以心靈和誠實敬拜主。) 

讚美感恩 肅靜歌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眾立 

宣召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祂歌唱！ 

(詩 100:1-2) 

主席 

祈禱 主席 

歌頌 紅 251、14 領詩 

領受主言 讀經 約翰福音 15:1-17 主席 

證道 葡萄樹和枝子 牧者 

同遵使命 回應詩 尋回所愛 眾立 

領受差遣 報告 歡迎新來賓 主席 

三一頌, 主禱文, 阿門頌,  

彼此問安 

平安散會 

眾立 

本周崇拜侍奉人員名單 

 中文崇拜  English Service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張  文弟兄 Jonathan Chieng Ian, Edward 

Mandy 

Clara 

證道 高德成傳道 Mr. Bruce Edmonds 

傳譯 吳翠珠姊妹  

司琴 梁浩恩弟兄 Andy Leung 

司事 李瑋姊妹、鄭紅姊妹 Jonathan Wong 

音響 黃允聰弟兄  
場務 林靈鋒弟兄  
插花 李 瑋姊妹  

家事分享 (一同留意教會家裡的大小事) ` 

1 參與崇拜注意事項: 進入禮堂前，請戴好口罩、潔手、剔出席表及保持社交距離。 

崇拜仍然會有 Facebook Live 網上同步直播。 

2 五月份收到奉獻總共  $16,900, 支出$15,539, 五月份剩餘  $1,361.  由 2021 年 8 月至今年 5

月總奉獻為 $147,184,  扣除總支出 $129,336 後,  年度剩餘有  $17,848. 

3 中區宣道會支持 CMI 的社區關懷工作，需要食物給食物銀行，和大號或以上的衣物

給無家者，有意參與者，請與 Danny 聯略。 

4 會址出租: 會址有一房一廳出租, 請向執事查詢。 

5 免費書刊及教會掛曆: 請在入口處拿取書刊或本會掛曆, 送贈適合親友認識神。 



代禱事項(當遵行聖經的教訓為主的工, 為神的家, 為各人需要祈求) 

1 感恩罗牧师媽媽順利搬去另外一家老人院。求主保守罗牧师師母在香港期間不受

covid 感染 

2 為最近染疫和身體不適的肢體禱告，求神醫治和保守安復過程 

上周出席 

大堂崇拜:  69 人  英文崇拜 21 人 兒童主日學 16 人 
祈禱會:     3 人      

上週奉獻 :12/6/2022 

常費 196-$500  499-$20     
 
兒童主日
學 

505-$24.10       

        
        
本會銀行賬號：ASB BANK 12-3233-0118900-01  
當將十分之一的奉獻歸入 “經常費”，其餘項目可按感動奉獻。 請使用奉獻箱旁的奉獻封，並清楚登
記姓名/號碼，作為退稅用. 

下主日崇拜侍奉人員名單(6月 26 日)                                              

 中文崇拜 English Service 兒童主日學 

主席 王納新執事 Elizabeth Tan Ian, Edward 

Mandy, Clara 

 

證道 梁樹基牧師 Mrs. Grace Chan-

Nuualiitia 

傳譯 湯佩瓊姊妹  

司琴 梁昕婷姊妹 Jonathan Chieng  

司事 許慧貞姊妹、李艷芬姊妹 Jonathan Wong 

音響 黃建智弟兄  

場務 左先裕弟兄  

插花 李 瑋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