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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學童學童學童////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團契地點團契地點團契地點團契地點    學童學童學童學童    學前級/102室 初小級/103室 中小級/104室 新 Teen地/舞蹈室 提籽團契/301室 青成級青成級青成級青成級    小艇/204室(上午 11:40-12:30)    事奉輪席表事奉輪席表事奉輪席表事奉輪席表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和唱和唱和唱和唱    伴奏伴奏伴奏伴奏    投影投影投影投影    音響音響音響音響    點算奉獻點算奉獻點算奉獻點算奉獻    司事司事司事司事 空調空調空調空調    本本本本周周周周    陳勉宜牧師 

劉志超 曾慧芳/曾燕芳 郭芷然 關梓賢 
陳銳璋馮秀明 

周海儀 區慧儀 
B組 下下下下周周周周    李家賢姊妹 羅玉彩 

潘麗華/曾夏玲/ 曾慧芳 
陳璟羡/鄧靖龍 何思敏 

吳家安 莫蔚騏 

李陳倖 吳志興 
A組 

關偉暖黃紹源 栽栽栽栽    培培培培    
 學前級學前級學前級學前級    初小級初小級初小級初小級    中小級中小級中小級中小級    新新新新 teenteenteenteen 地地地地    提籽團契提籽團契提籽團契提籽團契    圖書圖書圖書圖書    本本本本周周周周    呂英/黃綺寧 洪寶玲/張嘉碧 梁婉宜/佘家揚 

李家賢/黎明慧/鄧昊昌 
黃慧英/姚敏淇 

黎卓嵐 程文傑 下下下下周周周周    金露/梁婉儀 廖美玉/梁麗敏 黎明慧/李悅嬋 
佘衍德/黃焯蓮/黃志滔 

劉志超 
佘保珊 李鳳珠 

 上周崇拜出席人數：174人 08年預算收入：$1,665,800.00 

08年 12月份崇拜出席人數：218人 截至 08年 11月累計收入：$1,244,094.80(佔預算 75%)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華華華華華華華華基基基基基基基基督督督督督督督督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會會會會會會會會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門門門門門門門門堂堂堂堂堂堂堂堂            辦公室：屯門  龍門路 41 號  何福堂小學  106 室 電話：2464 7312  傳真：2464 7314  電郵：lmc@hkcccc.org  網址：http：//hk.geocities.com/ccclungmun/ 堂主任：陳勉宜牧師(9652 3067/minyilmm@yahoo.com.hk) 宣教同工：趙楚雲宣教師(9071 5915/cchorwan@yahoo.com) 劉志超宣教師(9262 4262/sdc_samuel@yahoo.com) 幹事：陳玉霞女士  半職會計文員：林寶琴女士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分組地點及正分組地點及正分組地點及正分組地點及正////副組長姓名副組長姓名副組長姓名副組長姓名    分組時段分組時段分組時段分組時段((((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1:4011:4011:4011:40 至至至至 12:12:12:12:44440)0)0)0)，，，，人人參加人人參加人人參加人人參加，，，，互相關懷互相關懷互相關懷互相關懷，，，，教會一家教會一家教會一家教會一家。。。。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分組地點分組地點分組地點分組地點 
正正正正/副組長副組長副組長副組長/(支援同工支援同工支援同工支援同工)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分組地點分組地點分組地點分組地點 
正正正正/副組長副組長副組長副組長/(支援同工支援同工支援同工支援同工) 家庭 A/ 

102室 
鄧偉儉/梁婉宜 (陳勉宜) 

信望愛/ 

303室 

呂英/陳麗萍、關偉暖、 許基善(劉志超) 家庭 B/ 

104室 

馬柏輝/簡浩明、陳露華、 陳鳳英(趙楚雲) 

西乃山/禮堂 
林詩敏/莫卓琛(陳勉宜) 彩虹/ 

105室 

洪寶玲/蕭宇橋、顏珊珊、 梁秀娟、廖漢文、孫金珠 (劉志超) 

何烈山/禮堂 
曾慧芳/杜文甘、鄧昊康(陳勉宜) 高大/ 

201室 
佘衍德/梁銘皓(劉志超) 

迦密山/禮堂 

鄧靖龍/何劍俊、蘇貴康、 陳銳璋(陳勉宜) 金蘋果/ 

202室 

陳秀英/郭華勝、張麗冰、 謝賽琦(陳勉宜) 

學習/ 

402室 
杜寶珠/張創良、梁婉玲 (趙楚雲) 加利利/ 

202室 

梁婉儀/金露、何雅莉(劉志超) 

(下午 1:30) 

喜樂/ 

504室 
黃耀生/毛潤康(趙楚雲) 流水/ 

203室 

莊恭珍/潘麗華、陸麗芯、 王靜玉、張有華 (趙楚雲) 

恩慈/ 

505室 
湯麗霞/陳美容(趙楚雲) 恩信/ 

302室 
何潔貞/宗煥群(陳勉宜)   

 

中華基督教會龍門堂 

主日崇拜程序 

2009 年 1月 25 日  上午 10:00 
�渴慕主道─讚美崇敬 

�領受主道─讀經：詩 139:1-24 

證道：追求進深的靈命 

�回應主道─奉獻/報告/自由茶聚/分組祈禱 
�分組討論分組討論分組討論分組討論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1. 我是追求「認識神」，還是追求「神認識我」？二者有何差別？ 

2. 「神的手按在我身上」，我有了這樣的知識嗎(是怎樣形成)？我有過這樣的體會嗎
(是怎樣的感受)？ 

3. 詩篇 139:19-21的怒火，為何仍然會存在一個「靈性良好」的人的心思裡？應該不應該？如何處理這團火才算「好靈性」？  

《《《《一首讚美的詩歌一首讚美的詩歌一首讚美的詩歌一首讚美的詩歌》》》》    《《《《神恩神恩神恩神恩》》》》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我愛祢我愛祢我愛祢我愛祢》》》》    
 《《《《我心尊主為大我心尊主為大我心尊主為大我心尊主為大》》》》    

� 崇拜期間，請關掉手提電話及傳呼機，多謝合作。 
� 取用證道錄音光碟，崇拜後歡迎於圖書角登記及自由奉獻(成本$2.0)，下周自行領取。 



 1 

2. 探訪員午膳分享會：日期：1/2(主

日，中午 12:45-2:00)，請各探訪

員務必出席。 

3. 關顧部現招募有心志作探訪事奉

的肢體，有意請聯絡部長陳璟羡

姊妹或趙楚雲宣教師。 

4. 林程輝弟兄劉頴璇姊妹訂於

15/2(主日下午 4:30)於西貢浸信

會神學院大禮堂舉行婚禮，當天

備有旅遊車接送，歡迎在佈告板

上簽名報名。 三三三三. . . .     傳道部消息 

福音小艇查經班於新春期間暫

停，8/2復課，歡迎兄姊邀請未信

主親友參加。 四四四四. . . .     堂務消息 

1. 09年上半年「鮮花奉獻表」已張

貼於佈告板，兄姊可按感動填寫

及按時把奉獻放入奉獻封呈獻

(請注明：鮮花奉獻)。 

2. 26-29/1 為新春假期(大年初一至

初四)，辦公室將暫停辦公，兄姊

如有要事奉商，可以致電教牧同

工手提電話接洽。 五五五五. . . .     自立慶典消息  

1. 有關 11/1自立感恩聚餐，食物份

量不足夠一事，本堂已向食物供

應商發出投訴信，希望該公司能

正面處理。如因當晚食物不足夠

引起之不快，敬希兄姊見諒。如

對此事有任何意見或查詢可以與

陳勉宜牧師接洽。 

家事報告 

歡迎第一次到本堂參加崇拜之朋

友，會後請留步交誼。 一一一一. . . .     栽培部消息 

1. 提籽團契及新 Teen 地組上周舉

行「青少年戀愛與性講座」，順利

完成，稍後將分別進行跟進課程。 

2. 導師祈禱會於今天舉行，時間：

崇拜後 (上午 11:30-12:00)，地

點：205室。歡迎各導師出席。 

3. 圖書部獎勵計劃，得獎者芳名如

下，請各位得獎者到圖書角領取

禮物一份。 

(1) 閱讀超級大獎(完成四本以上

書籍)：陳少珠/黃嘉慧 

(2) 閱讀大獎(完成二本書籍)：梁

婉宜/陳鳳英/黃雪朗/鍾金華/

張凌紅 

(3) 閱讀獎(完成一本書籍)：劉謀

謙/梁秀娟/佘保珊/岑佩華/李

貴梅/王靜玉/麥偉峰 

4. 本年度各級「門徒課程」於 2月

份開課，現已開始招生，詳情請

在組長袋或招待處取閱「課程簡

介及報名表。 二二二二. . . .     關顧部消息 

1. 請各組長於今天今天今天今天訂定全年目標及

約章，各組可參考教會「五年計

劃(2008-2012)」及「2009年事工

焦點」，並填寫組員更新資料，放

入組長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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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9 年 11 月出版自立紀念特刋。

是次特刊歡迎兄姊投稿，內容：

事奉或生活見證 (投稿數量不

限，每編文章不多於一千字，歡

迎附有照片)，除了文章，亦可提

供相片回顧(照片檔案大小不低

於 1MB，附加文字簡介，不多於

50字)，投稿請到佈告板上取用投

稿表格。截稿日期截稿日期截稿日期截稿日期：：：：28/2。。。。  六六六六. . . .     區會及外間消息 

隨組長袋附上兩份簽名運動表

格：《家庭暴力條例》及《淫褻及

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請各組簽名

後放回組長袋。自由組也可在佈

告板上簽名。今天截止，查詢：

陳勉宜牧師。 

 

�代禱消息� 

1. 本堂近期事工如下，敬請代禱︰ 

a.  在自立過程中，已獲稅務局審批

豁免繳稅慈善團體的申請，現

需進行銀行開立戶口手續。 

b. 為重新聘請堂主任一事祈禱，求

主差遣合適的牧人牧養教會。

30/11/08曾舉行聘牧溝通會，並

得到下列意見，請記念： 

(1) 聘牧過程要公開透明，讓會眾

得知代禱方向。  

(2) 聘請堂主任寧缺勿濫。  

(3) 會眾對堂主任的期望：  

具帶領恩賜、具講道及教導恩

賜、注重肢體關係、具堂校事

工經驗、能作屬靈指引。 

(4) 第二次招聘程序將於 09年 1月

展開，廣告已於上周刊報。  

c.  2009年事工焦點：「靈命進深靈命進深靈命進深靈命進深‧‧‧‧

領人蒙恩領人蒙恩領人蒙恩領人蒙恩」，請以禱告記念。 

焦點活動預告焦點活動預告焦點活動預告焦點活動預告：：：： 

1/3 ── 靈命進深主日 

上午崇拜主題講道，下午靈修操

練工作坊。  

15/3──神學教育主日 

靈命進深必然思想的問題：我會

否考慮全時間奉獻為主用？ 

29/3 ──感恩見證崇拜主日 

各人分享過去三個月，追求靈命

進深的體驗，彼此激勵。 

2/5──全堂靈命進深日營 

舉辦日營，學習不同方式操練靈

命。  

10/5──孝親福音主日 

一年一次福音主日，實踐領人蒙

恩的日子。  

13-17/8──河源短宣 

靈命進深，領人蒙恩，參加短

宣，身體力行。  

2. 為葉朗全弟兄(家庭 A 組)已完成

六次抗癌針療程感恩，請繼續為

他復康祈禱。 

3. 明天便是農曆新年，願新一年主

的愛滋潤每一個家庭，以愛團

結、維繫家人感情。 

4. 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已宣誓就

職，願上帝賜予其謙卑仁愛的

心，可利用美國的力量，真切的

推動仁愛、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