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命宣言： 
           忠 於 基 督 使 命 
           活 出 豐 盛 生 命 
 
 

       

      本年主題： 

     認定異象，牧養主羊 

 

 
     

   本週經文                         哥林多後書 12:8-9 

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為我

的能力是在人的輭弱上顯得完全。」所

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輭弱，好叫基督的

能力覆庇我。 

二○二二年十一月六日（第一週主日） 



二○二二年十一月六日聖餐主日崇拜                       

主日第一堂崇拜程序（上午九時正）                                                         

主席：林偉坤先生      主領敬拜：曾頌欣姊妹     司琴：敬拜隊 
會前安靜預備 .....................................全體會眾 
報  告 ...........................................主  席 
敬拜及奉獻 .......................................全體會眾 
聖 餐 .........................................梁舜安牧師 
歡迎新朋友 .......................................主  席 
講  道 .........................................梁舜安牧師 
回應及禱告服侍 ...................................全體會眾 

主日第二堂崇拜程序（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主席：林偉坤先生      主領敬拜：方偉明先生     司琴：敬拜隊 
會前安靜預備 .....................................全體會眾 
報告及敬拜 .......................................全體會眾 
奉獻及詩班獻詩 ..........《神未曾應許》...........成年詩班 
歡迎新朋友 .......................................主  席 
禱告及感恩代禱 ...................................全體會眾 
講 道 .........................................梁舜安牧師 
回應及禱告服侍 ...................................全體會眾 
祝 福 .........................................梁舜安牧師 

凡已接受水禮者皆請留步領聖餐 
聖餐程序 
歌 頌 ...........................................全體會眾 
祈 禱 ...........................................全體會眾 
聖 餐 .........................................梁舜安牧師 
感謝主 ...........《救恩詩歌》第 297首............全體會眾 
主禱文 ...........................................全體會眾 
主日晚堂崇拜程序（晚上八時正）                                                     

主席：冼誦恩姊妹    主領敬拜：吳杏秋姊妹   司琴：林綺芬姊妹 
默 禱 ...........................................全體會眾 
敬拜讚美 ...................................會眾可坐或站立 
報 告 ...........................................主  席 
奉 獻 ...........................................全體會眾 
聖 餐 .........................................羅天香牧師 
講 道 .........................................羅天香牧師 
三一頌及祝福 ......（《救恩詩歌》第 300首）.......全體會眾 

主日青少年崇拜程序（上午十一時正）                                                 

主席：陳心悅姊妹     主領敬拜：黃樂童姊妹     司琴：敬拜隊 
敬拜及禱告 .......................................全體會眾 
奉獻教導及收奉獻 ...............................廖浩鈞弟兄  
講 道 .........................................朱麗芬姑娘 
回應及禱告服侍 ...................................全體會眾 



兒童崇拜事奉人員崗位表 

9時    Awana    11時 15分 Awana  

 Sparks & T&T T&T & TREK   Sparks & T&T T&T & TREK 

敬拜 劉慧詩姊妹 
劉慧詩姊妹/ 
曾思桐姊妹 

 敬拜 文天恩姊妹 
劉慧詩姊妹/ 
石文迪弟兄 

司琴 楊華臻弟兄 劉慧詩姊妹  司琴 曾思桐姊妹 劉慧詩姊妹 

信息 盧艷玲姊妹 羅天香牧師  信息 盧艷玲姊妹 羅天香牧師 

【聚會時間】 

本堂：                                                               
祈禱會（禮拜三）晚上七時半..................講員：朱麗芬姑娘 
婦女團契（禮拜二）下午二時半................講員：林偉坤先生 
彩虹長者團契（禮拜六）上午十時正.........敲擊樂(文愛娟姊妹主理) 
小組聚會（逢禮拜一至日）各「家」的小組在不同地點舉行聚會 
支堂主日崇拜聚會時間：                                        

神召會欣榮堂上午十時半......................講員：陸潔瑩姑娘 
神召會天澤堂上午十時半......................講員：黃偉光院牧 
神召會友愛堂上午十時半......................講員：葉沛森牧師  
神召會喜信堂上午十時半......................講員：羅雄光牧師 
神召會石崗堂下午三時半............................(網上崇拜) 

下週職事(13/11/2022)                                                                  

崇拜事奉人員崗位表 

 9：00第一堂 11：15第二堂 11：00青少年崇拜 晚堂 

講員 葉沛森牧師 葉沛森牧師 熊諾恩先生 林偉坤先生 

主席 朱麗芬姑娘 張靜宜姑娘 陳焯恆弟兄 黃就明弟兄 

主領敬拜 程堯筠姊妹 梁德亮弟兄 潘曉彤姊妹 徐亮偉弟兄 

司琴 敬拜隊 敬拜隊 敬拜隊 曾頌欣姊妹 

兒童崇拜事奉人員崗位表 

 9時 Awana    11時 15分 Awana  

 Sparks & T&T T&T & TREK   Sparks & T&T T&T & TREK 

敬拜 文天恩姊妹 
陳美嬋姊妹/  
陸曉晴姊妹 

 敬拜 文天恩姊妹 陳美嬋姊妹 

司琴 江俊宏弟兄 楊進耀弟兄  司琴 馮莉恩姊妹 楊華臻弟兄 

信息 文天恩姊妹 陳美嬋姊妹  信息 文天恩姊妹 陳美嬋姊妹 



【家事分享】 

進入教會時，必須遵守以下措施：                                                      

1) 掃描「安心出行」 

 15歲或以下或 65歲或以上人士，可填寫相關表格替代； 

2) 掃描「疫苗通行證」 

 須出示疫苗接種記錄/醫學豁免證明書(電子/紙本紀錄)，又 

或儲存於手機內的相片展示二維碼 

  5歲以下兒童可獲豁免 

  由 9月 30日(五)起， 

5-11 歲兒童 

*至少已接種第 1劑疫苗  

*如接種第 1劑疫苗滿 3個月，須接種第 2劑疫苗。 

12 歲或以上人士 

*如接種第 2劑疫苗滿 5個月，須接種第 3劑疫苗。 

3) 量度體溫；消毒雙手；全程配戴口罩；不可進食； 

4) 請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及注意個人衛生； 

5) 如正接受強檢者，需待檢測報告呈陰性結果後才出席教會聚會/

活動。 

*如暫未符合進場要求的兄姊，可同步參與網上崇拜。 

*以上安排將按疫情的發展再作調整，請密切留意教會最新的公佈。 

健康講座                                                                                              

    本堂健康講座訂於 11月 20日(日)下午 2時 30分在新翼四樓舉

行，題目「骨質疏鬆症與負重運動」，由資深物理治療師劉尚華先

生主講及教授，費用全免，名額 50人(額滿即止)，歡迎兄姊攜同新

來賓參加。如有查詢，請與張潔樺姑娘聯絡。       

網上報名：www.faog.org.hk/2022healthseminar 

截止報名日期：11月 15日(二) 

聯合感恩會                                                                                                         

    本年度第四季聯合感恩會訂於 11 月 29 日(二)下午 2 時正在大

堂舉行，凡有意參加者，請向潘潔蓮牧師報名，並請各兄姊邀請親

友踴躍赴會，同頌主恩。 

 



禁食祈禱會                                                                                                                                                                                                                       

    本堂禁食祈禱會訂於 11 月 25 日(五)晚上 7 時 30 分在大堂舉
行，主題「禱告的領袖：合一的復興」，主領：梁偉文牧師，分享
嘉賓：梅淑娟牧師，敬拜：方偉明先生。 
    在是次禁食祈禱會舉行之前，也邀請兄姊在以下日期，同心為
本堂各部門的事工一同進行七天禁食禱告，詳細如下： 
19/11(六) 小組、團契 
20/11(日) Awana兒童 
21/11(一) YAG青少年 
22/11(二) 職青 
23/11(三) 夫婦 
24/11(四) 主日崇拜事奉團隊(敬拜隊、詩班、影音、招待等等) 
25/11(五) 教牧同工及執事 

請各家的小組、團契及弟兄姊妹踴躍出席禁食祈禱會。 

奉獻通知                                                                                                                                

      請兄姊避免使用銀行的櫃檯服務，以免收取手續費為教會帶來
額外的開支。現鼓勵兄姊使用以下的方式作奉獻或繳交課程的費
用： 
1) 銀行「現金存款機」、「入票機」或「櫃員機」 
   恆生銀行帳戶號碼: 283-197879-001 
2) 轉數快或網上理財 
3) 把支票親身交回教會或寄回教會 
*奉獻詳情請看教會網址：https://www.faog.org.hk/offering/ 
*完成交易後請保留收據，並盡快 Whatsapp 97993430通知教會跟進。 

主懷安息                                                   

本堂教友馬思忠弟兄已息勞歸主，安息禮訂於 11 月 8 日(二)
晚上 7時 30分在世界殯儀館舉行，並於翌日上午 10時 30分舉行告
別禮，隨即移柩和合石火葬場舉行火葬儀式，願主安慰其家屬。 

同心禱告                                                    
1) 為 11月 19日(六)小組領袖會議禱告，願主賜福及使用各領袖，

並賜予屬天的智慧和能力去服侍，成為多人的祝福； 
2) 為 11月 20日(日)健康講座禱告，求主藉講座開啓福音的門，讓

未信主的新來賓或街坊能認識祂，得著救恩； 
3) 為 11月 25日(五)禁食祈禱會禱告，為著各領袖合一的服侍及各

部門事工的發展同心禱告； 
4) 為 12 月 4 日(日)會員大會及選舉明年新一屆執事禱告，求主揀

選合神心意的執事與牧者同心帶領本堂來年之發展。 



講道大綱 

講 題：神的恩典夠用 

講 員：梁舜安牧師  

經 文：林後 12:8-9 
 

引言 

 

 

 

 

 

 

本論 

(一)  保羅的祈求，主的回覆 

 

 

 

 

(二)  保羅的刺是什麼？ 

 

 

 

 

(三)  我們生命中也有一根刺 

 

 
 

 

 
 



講道大綱 

(四)  成為祝福別人的見證 

 

 

 

 

 

(五)  神的恩典真夠用嗎？ 

 

 

 

 

 

(六)   軟弱不可怕 

 

 

 

 

 

 

結論 

 

 

 

 

 

 



   每日讀經表：哥林多後書、列王紀上及列王紀下                                       

  日期           主題 經文 

  6/11 (日) 神的恩典夠用 林後 12:8-9 
  7/11 (一) 先知米該雅警告亞哈 王上二十二章 
  8/11 (二) 以利亞和亞哈謝王 王下一章 
  9/11 (三) 以利亞被接升天 王下二章 
 10/11 (四) 以色列與摩押爭戰 王下三章 
 11/11 (五) 以利沙幫助一個窮寡婦 王下四章 
 12/11 (六) 乃縵得醫治 王下五章 

歡迎蒞臨，若有任何需要或意見，可聯絡我們教會的同工：           

神召會禮拜堂 

主任牧師：   梁偉文牧師 
副主任牧師： 梁舜安牧師 
牧師： 潘潔蓮牧師、羅天香牧師   教會手機及平板電腦應用程式 
宣教師： 張潔樺姑娘、朱麗芬姑娘 
 林偉坤先生、張靜宜姑娘 
義務宣教師： 李天鈞博士 
主任幹事： 陳家輝先生 
高級幹事： 鄧婉芬姑娘                  
教牧助理： 張美珍姑娘 
幹事： 何國英先生、黎寶華姑娘                
  

屬下各支堂及機構： 
神召會喜信堂 
九龍鳳凰新村 
雙鳳街 80-82號地下 
支堂主任：羅雄光牧師 
助理幹事：譚偉成先生 
電話：23276763 

神召會石崗堂 
元朗石崗七星崗 151號 
支堂主任：梁偉文牧師 
          (兼任) 
電話：24882422 

神召會天澤堂 
天水圍天澤邨 
澤辰樓 B及 C翼地下 
署理支堂主任：陳妙燕姑娘 
電話：24863002 

神召會欣榮堂 
筲箕灣南安街 83號 
海安商業中心 17樓 
義務支堂主任：何慶堯牧師 
宣教師：蔡絲敏姑娘 
宣教師：陸潔瑩姑娘 
助理幹事：陳翠瀅姑娘 
電話：25694612 

神召會友愛堂 
會址：屯門新墟青山公路 250號 
彩暉花園 14號地下 
主日崇拜地點： 
屯門屯富路 22號(神召神學院) 
支堂主任：黃濠光牧師 
幹事：王潔瑩姑娘 
電話：24522510 

神召第一小學暨幼稚園 
九龍亞皆老街 123號 
總校長：何國萍校長 
電話：27688411 
幼稚園校長：黃悅琪校長 
電話：27132395 

神召會禮拜堂天澤幼兒園 
天水圍天澤邨澤辰樓 B及 C翼
地下 
校長：吳華敏校長 
電話：24863456 

神召會禮拜堂油塘自修室 
油塘邨獨立樓宇 2號 1號單位 
電話：21579333 
助理幹事：黃詠妍姑娘 
幹事助理：肖  鵬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