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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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主題： 

     堅信真理、持守盼望 

 

 
     
 

   本週經文                                      西 2:8-10 

你們要謹愼，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

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

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因為神本性一

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

面，你們在他裏面也得了豐盛。他是各樣

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二○二三年二月十九日（第三週主日） 



二○二三年二月十九日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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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張靜宜姑娘      主領敬拜：鄧  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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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朋友 ........................................主  席 
講  道 ..........................................李天鈞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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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潔樺姑娘      主領敬拜：方偉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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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合唱詩班 
歡迎新朋友 ........................................主  席 
禱告及感恩代禱 ....................................全體會眾 
講  道 ..........................................李天鈞博士 
回應及禱告服侍 ....................................全體會眾 
祝 福 ..........................................梁偉文牧師 

主日晚堂崇拜程序（晚上八時正）                                                     

主席：黃就明弟兄    主領敬拜：楊進耀弟兄   司琴：楊進耀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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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林偉坤先生 
三一頌及主禱文 ......（《救恩詩歌》第 300首）......全體會眾 

主日青少年崇拜程序（上午十時正）                                                

主席：陳焯恆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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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堅諾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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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艷玲姊妹 楊進耀弟兄  敬拜 馮莉恩姊妹 
盧艷玲姊妹/ 
冼佳佳姊妹 

司琴 楊華臻弟兄 楊進耀弟兄  司琴 曾思桐姊妹 范智迪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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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天香牧師 
婦女部聚會（禮拜二）下午二時半.......................聲聲相識 
彩虹長者團契（禮拜六）上午十時正......................運動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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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平牧師 
神召會天澤堂上午十時半......................講員：陳妙燕姑娘 
神召會友愛堂上午十時半......................講員：何慶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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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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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麗芬姑娘 朱麗芬姑娘 羅天香牧師 呂必強牧師 

主席 羅天香牧師 林偉坤先生 楊華臻弟兄 莊偉昌弟兄 

主領敬拜 林智欣姊妹 梁德亮弟兄 鄧穗芯姊妹 吳杏秋姊妹 

司琴 敬拜隊 敬拜隊 敬拜隊 林綺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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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慧詩姊妹 盧艷玲姊妹  敬拜 馮莉恩姊妹 盧艷玲姊妹 

司琴 江俊宏弟兄 楊華臻弟兄  司琴 浦嘉文姊妹 楊俊樂弟兄 

信息 陳家樂弟兄 羅世冰姊妹  信息 陳家樂弟兄 羅世冰姊妹 



【家事分享】 

崇拜須知                                                                       

崇拜開始前 10 分鐘，請保持禮堂肅靜，當主席上台禱告
時，表示崇拜即將開始，請弟兄姊妹安靜預備敬拜神的心，
願主賜福各位。 

本堂課程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導師 截止日期 
2月 28日至
3月 21日
(二) 

晚上 
8：00- 
9：30 

如何分辨
異端 

新翼四樓
禮堂 

羅錫為牧師 2月 19日 

(*14/3及 21/3 ZOOM授課) 
3月 26日至
4月 23日
(日) 

下午 
2：30- 
4：00 

浸禮及轉
會會友課
程 

新翼二樓
會議室 

梁德聰弟兄 
陳月媚姊妹 

3月 19日 

(*9/4復活節暫停) 

2023「PeaceBox 祝福大行動」                           

期望透過一個小小的盒子，與基層社群分享主愛及送上
祝福，誠邀弟兄姊妹一同參與教關愛心行動「2023 PeaceBox 
祝福大行動」：用行動造就生命成長 GROW。 

現階段請先自行預備 A4 紙盒或成人鞋盒及捐贈物資，截
止收集物資盒日期：3 月 19 日(日)。 

參加者須知： 
 捐贈物品，必須是全新。 
 物資包括：乾糧丶日用品丶玩具丶文具等。 
 食物食用期不可少於 6 個月 
 對象：兒童、家庭或長者。 
 暫定於 3 月初在大堂入口處索取貼紙及祝福卡，然後貼在

盒上及寫上祝福的字句。 

*有關詳情，請瀏覽網址：www.peaceboxhk.org。 
*如有查詢，請與張潔樺姑娘聯絡。 

 



 

誠聘自修室半職幹事助理                                

職責： 

協助管理本會轄下油塘自修室日常運作、會員、社區關顧、

宣傳推廣、組織及發展義工團隊、策劃及推動有關活動和計

劃，揉合基督教信仰於自修室服務中，為區內青少年人提供

服務，須輪班，每週工作 22 小時，合約制，享年假、醫療及

進修津貼等福利。 

資歷： 

認同本會宗旨及使命，中學畢業或以上教育程度，中英文良

好，具帶領小組、活動及相關工作經驗者優先。擅長與青少

年人建立關係、主動、組織能力強及具良好溝通技巧。 

有意者請於 3 月 5 日或前致函附履歷、期望薪酬、近照

及諮詢人資料，寄九龍亞皆老街 123 號神召會禮拜堂人力資

源部收或電郵到 general@faog.org.hk。(*信封面請註明申

請職位，申請人的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週刊電子版                                                                                                    

    為響應環保及避免浪費紙張，鼓勵兄姊善用教會的週刊

電子版，並可在大堂入口處掃描二維碼。 

同心禱告                                                                    

1) 為土耳其及敘利亞的災民禱告，求主醫治和安慰他們，也

在他們當中彰顯神的拯救； 

2) 為本堂探訪中國事工祈禱，求主帶領並賜福計劃能夠順利

進行； 

3) 為越南廣義區計劃興建教會禱告，求主供應所需，並賜福

越南神召總會的興建工程能順利完成； 

4) 為柬埔寨的城市禱告，讓福音工作在當地興旺起來，並甦

醒當地居民不被偶像蒙蔽，能認識真正的創造主。 



講道大綱 

講 題：信耶穌，講呢啲？！ 

講 員：李天鈞博士 

經 文：歌羅西書 2:8-23 
 

 

引言 

 
 

 

 

 

 

 

本論 

(一)  誤信：做多啲 

 

 

 
 

 

 

 

(二)  誤信：屬靈啲 

 

 

 
 

 

 
 



講道大綱 

(三)  確信：唯一啲 

 

 

 
 

 

 

 

 

(四)  確信：睇闊啲 

 

 

 
 

 

 

 

 

 

結論 

 

 

 

 

 

 



  每日讀經表：歌羅西書及尼希米記                                            

 日期           主題 經文 
 19/2 (日) 信耶穌，講呢啲？！ 西 2:8-23 
 20/2 (一) 勸首領歸還向民眾所取的 尼五章 
 21/2 (二) 參巴拉等用計阻撓建牆工程 尼六章 
 22/2 (三) 第一次回國之人的家譜 尼七章 
 23/2 (四) 民請以斯拉宣讀律法書 尼八章 
 24/2 (五) 以色列眾禁食認罪 尼九章 
 25/2 (六) 簽名的人 尼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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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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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潔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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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