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崇拜人數及奉獻
28/10/17

29/10/17

崇拜合共

10 月份累積

大堂崇拜人數
兒童崇拜人數
恆常奉獻
基金奉獻

63 人
83 人(42 聖地)
234（平均）
239 人
51 人
$24,514
$29,552
$54,066
$283,388.6
$900
$1,900
$2,800
$27,800
扣除基金可動用現金：
-$763,676
1-9 月份累積盈餘/(不敷)：
$3,873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林後九:7

歡迎新朋友加入小組聚會 ↸
~~~~~~~~~ 若想查詢加入小組，歡迎向負責牧者聯絡。~~~~~~~~~~
小組/團契

組長

週六 Awana 兒童小組：
兒童小組：廖德漢牧師、
廖德漢牧師、鄭梓榮執事
鄭梓榮執事
火點組 Puggles
(下午 4:10-6:00)
火苗組 Cubbies
(下午 4:10-6:00)
火花組 Sparks
(下午 3:45-6:15)

2-3 歲
14B 房
K1-K2
青世代
K3-小二
嬰兒房

火焰組 Flame(T&T)小三-小四

(下午 3:45-6:15) 606 室
火炬組 Torch(T&T)小五-小六

(下午 3:45-6:15) 606 室
旅途組 Trek
中一-中六
(下午 4:15-6:00) 703 室

林陳孝貞姊妹

S&T 組(逢週一晚)

林偉健弟兄

陳譚佩碧姊妹

新一組(逢週二晚)

莫何穎鈞姊妹

朱霍慧敏師母

Servant 組(逢週五晚)

鄺超鴻弟兄

蔡蔡少敏姊妹

彼得組(逢週四晚)

陸愛盈姊妹

蔡蔡少敏姊妹

以勒組(隔週五晚)

黃蔡惠珍姊妹

豐盛組(隔週六下午)

林練愛如姊妹

劉慧敏姊妹

《青少區》
青少區》區牧：
區牧：廖德漢牧師、
廖德漢牧師、林黎雪瑩姑娘
U-turn 組(逢主日下午)
敢恩組(逢主日上午9:45-11:00)

小組/團契
組長
《成青牧區 B》區牧：
區牧：朱廣量牧師、
朱廣量牧師、
張張佩姿姑娘

林黎雪瑩姑娘
羅旭海神學生

《成青牧區 A》區牧：
區牧：廖德漢牧師
全心組(逢週一晚)

盧貝詩姊妹

馨喜組(逢週四晚)

陳蔡婉婷姊妹

Walkman 組(逢週五晚)

羅林麗元姊妹

無價至寶組(主日下午)

潘建峰弟兄

《長者區
長者區》區牧：
區牧：朱廣量牧師
蒙恩組
(逢週六下午 1:00-3:30)
長者團契
(逢主日上午 9:30-11:00)

朱廣量牧師
朱廣量牧師

《社區小組》
社區小組》：朱廣量牧師、
朱廣量牧師、張張佩姿姑娘

婦女新姿 (週二上午)
張張佩姿姑娘
車房小組
童行組(逢隔週六/日)
黃黃翠瑩姊妹
李耀生弟兄
(逢第一、三個週三晚 10 時)
《成青牧區 A：MARS & Mary 大團小組》
大團小組》區牧：
區牧：廖德漢牧師﹑
廖德漢牧師﹑陳劉志恩傳道
神曦組(逢週四晚)
吳偉杰弟兄
緊繫愛組(逢週五晚)
周潘綺嫺姊妹
靈交流組(逢週四晚)
關海生弟兄
呈心組(逢週五晚)
阮吳培璇姊妹
家靈一組(逢週四晚)
洪植金弟兄
A.I.P.組(隔週五晚)
文李秀雯姊妹
獻新組(隔週五晚)
林冠廷弟兄
祈禱聚會：
祈禱聚會：鄭周少媚傳道
鄭周少媚傳道
生命讀經禱告會
教會祈禱會
琴與金香爐
逢週六下午 3:15-4:15
逢每月第四個週三晚上 8:00-9:30
逢每月第二個週三晚上
逢主日上午 9:45-11:00
8:00-9:30

崇拜日期︰
崇拜日期︰2017
2017 年 11 月 4 及 5 日
崇拜時間

Awana 兒童事工

逢週六下午 4:30-6:00
逢主日上午 11:15-12:45

逢週六下午 3:45-6:15

每月第一個週六及主日舉行聖餐崇拜

教會通訊

生命讀經禱告會

逢週六下午 3:15-4:15
逢主日上午 9:45-11:00
0-3 歲兒童及家長可於崇拜期間使用嬰兒房或禮堂專區

℡電話：2762 9100

地址：九龍佐敦渡船街 28 號寶時商業中心 14 樓
電郵：church@huaen.org
傳真：2762 9433

網頁：www.huaen.org
FB page:基督教佈道中心華恩堂
Web App：http://www.huaen.org/m

主任牧師：廖德漢牧師 (pastorliu@huaen.org)
牧
師：朱廣量牧師 (victorchu@huaen.org)
傳
道：陳劉志恩傳道(louiselau@huaen.org) (部份時間)
資深福音幹事：張張佩姿姑娘 (crystalcheung@huaen.org)
青少福音幹事︰林黎雪瑩姑娘 (alicelai@huaen.org)
行 政：林冠廷主任 (molam@huaen.org)、吳少琼幹事(joanneng@huaen.org)
會 計：徐詹麗珠幹事 (evachim@huaen.org)(部份時間)

奉獻方式
支票奉獻抬頭：基督教佈道中心華恩堂有限公司
電子支票：請將支票連同姓名、聯絡電話、奉獻項目及金額等資料電郵至教會
直接存入教會戶口，並於稍後傳真入數紙回教會：
(1) 南洋戶口：043-478-0-019558-0 (2) 匯豐戶口：508-052909-001

週 六 及 主 日 聖 餐 崇 拜 11 月 4，5 日

講題：
講題：Faith 悅求祈：
悅求祈：所羅門
歡 迎 及 宣 召
敬 拜 與 讚 美

講員：
講員：朱廣量牧師

......................................................................

馬莉姊妹

詩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Nard Worship Team
我屈膝、永遠的依靠
家 事 分 享
...................................................................... 林黎雪瑩姑娘
見
證
...................................................................... 起 Faith 聖地之旅
......詩歌獻奏︰主祢是我們的太陽...... 馬莉姊妹
奉
獻
讀
經
席
................經文：王上 3:5-14................ 主
證
道
...................................................................... 朱廣量牧師
聖
餐
...............詩歌︰耶穌正在這裡............... 廖德漢牧師
回
應
眾
.....詩歌︰全能上帝是我的主我的神..... 會
祝
福
...................................................................... 廖德漢牧師
司 投 影︰(六) 鍾景峰執事
(日) 霍靖怡姊妹
音響控制︰(六) 關海生弟兄
(日) 黎健朗弟兄
黃雪怡姊妹
司 庫 隊：(六) 林偉健弟兄 林練愛如姊妹 (日) 鄺敏儀姊妹
葉嘉騏弟兄
接待司事︰ (六) 姜綺雯姊妹 李嘉晉弟兄
(日) 羅豪生弟兄
羅基發弟兄 梁兆南弟兄 楊子皓弟兄

下週六及主
週六及主日崇拜（
崇拜（11 月 11,
11, 12 日）
講員：廖德漢牧師

主席：朱廣量牧師

敬拜：Arise Worship Team

接待司事︰(六) 羅卓斌弟兄 羅戴淑英姊妹
(日) 莊曉雯姊妹 陳愷欣姊妹 廖愷盈姊妹 黃陳素玉姊妹

下週主日冬季浸禮暨轉會禮
主日冬季浸禮暨轉會禮(12/11
冬季浸禮暨轉會禮(12/11 下午 2 時半)
時半)
主禮：廖德漢牧師

襄禮：張張佩姿姑娘

主席：朱廣量牧師、鄭梓榮執事

築起生命祭壇
10每日網上 QT(Quiet
10-11 月份生命讀經禱告會
月份生命讀經禱告會
QT(Quiet Time 親父時刻)
親父時刻)
週六：下午 3:15 – 4:15 於 606 室
主日：上午 9:45 - 11:00 於禮堂
書卷：彌迦書

導師：少媚傳道

逢週一至五於教會網頁、Fb 及 Web App
「獻上生命祭禱告手冊(11 月份)」
可於白柜索取或網頁下載
11 月份主題：敬畏上帝 得著智慧

教會祈禱會
教會祈禱會：
祈禱會：11 月 8 日(第二個週三)晚上 8 時舉行。
琴與爐祈禱會：
琴與爐祈禱會：11 月 22 日(第四個週三)晚上 8 時舉行。
代禱者訓練[
代禱者訓練[成為守望的人]
成為守望的人]：11 月 15 日及 12 月 6,20 日(第一及三個週三)晚上
7:45-8:30 舉行。歡迎教會每個弟兄姊妹或者整個小組一起來參予!

冬季浸禮轉會禮

家 事 報 告

1.

將於下主日 11 月 12 日下午 2 時半於禮
堂舉行。十位新葡：
受浸：JoJo,Cherrie, Fion, 阿泳,
Carol, Doris
轉會：士娣,繼德導師
己接受灑水禮：方健予弟兄,許錦昌弟兄

教會領袖會預告
會領袖會預告

2.

19/11 下午 2 時 30 分於禮堂舉行教會領
袖會分享：2018 年教會主題：門徒耕耘
請事工領袖，組長及事奉團隊預留時間
出席。

宣教年會預告

3.

11 月 25、26 日為本年宣教年會，當日
邀請了譚陳素英宣教士分享證道信息
和有宣教回應。18/11 崇拜開始有「宣
教五分鐘」，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回應。

行政部報告

4.

行政幹事招聘已完成行第一輪面試，而
招聘仍接受申請，可留意教會 facebook
專頁、時代論壇及 JobsDB。
「心肺復甦法及去纖顫器課程」於本主
日截止報名，有意參與者請儘快聯絡行
政同工或於網上報名：
https://goo.gl/Vs2H3g

感恩及代禱

5.

教牧執事將於本主日(5/11)下午至晚
上假沙田突破青年村進行退修，計劃明
年教會方向，敬請代禱。
本主日上午有親善家庭活動，海下灣遠
足，接觸浸大的交流生，祝福有美好相交。
Miki 消息：姊妹上週有氣促且增加吸
氧氣至四度，白血球指數升到二十幾，
身體虛弱，曾一度出現危險情況，週五
已漸漸平穩。請繼續為他們代禱。
奉獻支持：
肢體若想奉獻支持 Miki 及子傑家庭可
於 11 月 12 日前透過奉獻封上註明金
額、奉獻者、對象(『林子傑夫婦』)，
並投入奉獻袋/箱。聯會收集各堂奉獻
後會全數轉交子傑夫婦，並由聯會發放
奉獻收據予有關肢體。

起 Faith 聖地之旅
聖地之旅分享
之旅分享

6.

42 人的團隊已於週四順利回港，各人
有美好的經歷，今天崇拜後有以色列食
品分享，歡迎留步共沐主恩。
記念起 Faith 聖地之旅成員回港後，心
靈整理及消化旅程體驗。

嬰孩奉獻禮

8.

將於本年 12 月 31 日的「感恩崇拜暨門
訓嘉許禮」內舉行。有意參與的家庭可
於白柜索取表格填寫交回行政收集箱。
25/11 的週六崇拜後於嬰兒房將舉行簡
介會。下週截止報名(11 月 12 日)。

福音活動巡禮
福音活動巡禮
7.秋 Go 氣爽沙頭角

日期：11 月 26 日主日《懇親旅行》
地點：沙頭角環保生態園農莊
請為已報名的 14 位新朋友代禱。

平安夜佈道會

8.

主題：Faith•嚐愛
(耶穌來到世間，使人和睦)
經文：弗 2:14-16
講員：廖德漢牧師
24/12（星期日）晚上 7:30-9:15
假培正小學禮堂舉行。

**下週將有啟動行動，敬請留意。
招募人手
招募人手：
人手：
籌備需要義工，誠意邀請大家參與服侍，
有意者請與行政或佩姿聯絡。
負責同工：廖牧師(顧問)、佩姿姑娘(主
席)、Alice 姑娘(副主席)
為平安夜佈道會代禱：
1)求主預備教會興起收割的熱心，時刻
為佈道會及福音對象禱告。
2)佈道會將邀請嘉賓分享，求主預備。

香港福音盛會 2017 佈道會

9.

將於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於香港大球
場舉行七場佈道大會：
講員：吳振智牧師、李炳光牧師
詳情可參閱附夾單張或瀏覽大會網頁：
http://hkgospelfestival.org/

**聚會憑票入場，可與行政索取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