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2019 年 12 月 8 日
講題：耶穌如何開展祂的福音事工
經文：馬太福音 4:12-25
講員：彭迪文弟兄

宣 召

大綱：
一、耶穌福音事工的地域（太 4:12-17）
二、耶穌福音事工的精兵（太 4:18-22）
三、耶穌福音事工的精覽（太 4:23-25）
引言：
在教會，我們經常聽到“事奉＂這兩個字。究竟什麼是
“事奉＂呢？而“事奉＂的真正意義又是什麼呢？
釋題：
究竟耶穌基督的“事奉＂是怎樣的呢？而祂又如何開展
祂的福音事工呢？
反思：
在主耶穌的聖工上，我們有無在某一方面蒙主召喚要去
作的呢？
回應：
在將臨期及聖誕節期間，
· 展現能讓人在你身上見到耶穌的見證
· 竭力向親友作“愛人如己＂般的關懷

(早) 天使歌唱在高天 / 到各山嶺去傳揚

啟示錄 19:6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午) 擁戴主為王 / 以馬內利來臨 / 祂的名組曲
祈 禱

將臨節

燃點第二枝蠟燭：犧牲
經文：以賽亞書 53:5

第二主日崇拜

(午) Come, Child of Light（詩班）

2019.12.08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馬太福音 4:12-25

證 道
耶穌如何開展祂的福音事工
彭迪文弟兄

回應詩歌
(早) 賜福與你
(午) 從你見耶穌

8:15 早堂崇拜

代禱事項

基督將臨節蠟燭的意義

以奉獻為祭敬拜神

講員： 彭迪文弟兄

主席： 鄒吳鳳恩姊妹

第二枝蠟燭：犧牲

奉獻 • 奉獻禱告

領詩： 黎雷佩賢姊妹

司琴： 潘張英明姊妹

U

為將臨節期間各項外展活動禱告，包
括 12 月 14 及 15 日的 老人院探訪/獻

譚嘉蓮姊妹

蠟燭要做到照亮的功能，必須要先燃點自己，透
過燃燒燭芯將能量轉化為光。不願意被燃點的蠟
燭，便失去它應有的功能和意義。在馬糟降生的耶
穌，犧牲祂的身體和血，將我們從罪中拯救出來。

以彼此關懷敬拜神
以接受差遣敬拜神

急救： 麥志淦弟兄，陳佩儀姊妹

動眾弟兄姊妹都來參與，透過這些活

以賽亞書 53:5 ：「哪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
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
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讚美詩 • 祝福 • 結束祈禱

11:15 午堂崇拜

動與未信者分享福音信息。又求神預

歡迎 • 報告

詩、隣舍關懷等福音預工，及 15 日的

司事： 余曉慧姊妹，陳樹基弟兄

「愛心獻禮」慶祝聖誕活動。求神感

張朱佩玉姊妹，張錦標弟兄

講員： 彭迪文弟兄

主席：蕭彥輝弟兄

備未信者的心，讓他們能真正感受到

領詩： 關堯傑弟兄

司琴：吳慧中姊妹

神的愛和恩典，接受救恩。

司事： 余寶美姊妹，陳佩儀姊妹
徐沛瑜姊妹，李蘇燕靈姊妹
急救： 陳詹偉珠姊妹

U

為將於 12 月 22 日受浸的肢體禱告，
求神堅定他們的信心，在生命中能活
出美好的見證、為主發光 。

1. 會友吳姊妹(Elaine)的母親潘女士於上月
21 日在香港安息主懷。請為其家人代禱，
求主安慰。
2. 會友高姊妹(Nancy)的母親蕭女士於上週
四安息主懷。請為其家人代禱，求主安慰。
3. 「真漢子」男士小組－今日下午 2:30 有乒
乓球練習，3:30 研讀主耶穌的比喻 (主要經
文：太 13:47-50)，由黃偉明執事帶領，之後
打邊爐聚餐，聯絡： David Chung。
4. 樂齡同樂日/婦女早晨－本週二上午 10:00
聚會，由彭迪文弟兄分享：「千金難買的
好消息」，歡迎長者及婦女們參加。另於
本月 17 日舉辦聖誕聯歡聚餐，節目有詩
歌、信息、遊戲、美食和抽獎，每位$5，
歡迎弟兄姊妹攜親友參加，請於本週二的
同樂日向 Julia Fong 或 George Poon 報名。
另外本月 24 日聚會將會齊唱聖誕詩歌。
5. 福音英語會話班－本週三慶祝聖誕，下週
起放聖誕新年假，至 1 月 6 日復課。
6. 先鋒兒童團契 Pioneer Clubs －於本週五起
放聖誕新年假，至明年 1 月 10 日恢復聚
會，請家長們留意。
7. 教會祈禱會－本週六早上 10:30-11:30 在大
堂將有一位執事分享見證，誠邀弟兄姊妹出
席，為他感恩及代禱；並同時為教會及有需
要的肢體禱告。
8. 以斯拉團－本週六下午 1:00 在樓下副堂
有慶祝聖誕聚會，歡迎參加。
9. 今年聖誕報佳音/外展活動－本週六下午
2:00 有睦鄰活動，藉著聖誕佳節，到教會
附近的鄰居逐戶問安，並致送聖誕咭和禮
物，好讓他們感受到教會的關懷，也感受
到救主降生的喜樂和盼望，請弟兄姊妹踴
躍報名參與；而同日上午 10:15-11:15 另外

安排弟兄姊妹前往小山苑安老院報佳音，
歡迎參加，查詢報名請聯絡 Connie Choi 姊
妹。詳情請參閱海報/傳單。
10.教會各項聖誕節崇拜及 聚會－(1)下主日
將展開「愛心獻禮」 關愛社區外展計劃，當
日下午 2:00-4:00 在教會舉辦「全家齊來賀
聖誕」活動，誠邀會眾及家人齊來欣賞聖誕
詩歌、合影留念、聖誕禮物、特色小食等，
費用全免，請一家人同來慶祝喜樂的聖誕。
(2) 本月 22 日主日上午有聖誕崇拜及浸禮。
(3) 本月 24 日晚上 7:30-9:30 有粵語/國語聯
合平安夜崇拜，在大堂有詩歌敬拜、聖誕信
息、大人及兒童詩班獻詩，而在樓下副堂有
「聖誕合家照相館」、聖誕美點分享等，費
用全免，請會眾與家人同來記念救主降生。
詳情請參閱海報/傳單。
11.教會各部門及委員會負責人請留意－(1)請
於本月 15 日前將貴部今年事工報告交到教
會辦事處；(2)所有本年度的開支請於 2020
年 1 月 5 日前遞交財務部。
12.【那一夜的奇蹟】聖誕福音單張－可到前
廊或辦事處取，數量有限，派完即止。
13.2020 年教會月曆－請到前廊資訊枱或辦事
處領取，每人限取一份。
14.2020 年度獻花表－現張貼於前廊壁報板，
請在所選擇的日期旁填上你的姓名。每份獻
花仍為$40。註：請在獻金封外填上姓名、奉
獻號碼、獻花日期及 「獻花」二字。

上主日崇拜人數
粵語早堂
8:15

粵語午堂
11:15

英語崇拜
9:40

國語敬拜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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