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信宣道會明恩堂
連結上帝，彼此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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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吳凌雲姊妹
講員：葉吳敬華傳道
司琴：潘劭恆弟兄
當值導師：徐嘉敏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李國強先生
簡報製作及控制：李柏霖弟兄
招待及總務：王美琪姊妹 彭俊業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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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30 開始

10 月 21 日週六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廖睿曦弟兄
講員：馮凱欣傳道
司琴：潘劭恆弟兄
當值導師：徐淑儀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葉吳敬華傳道
簡報製作及控制：李婥薇姊妹
招待及總務：黃渭淦弟兄 廖靖婷姊妹

本堂及聯會消息
1. 歡迎出席崇拜的每一位。若希望更多認識基督教信仰，歡迎與本堂教牧
同工聯絡。
2. 浸宣聯合崇拜－10 月 22 日(下主日)上午 10:30 於九龍灣彩霞道 78 號浸信宣道
會呂明才小學舉行。聯合崇拜於上午 10:30 開始。教會將安排旅遊車前往，請
已報名肢體於當日上午 9:15 前在明恩堂集合出發(逾時不候)，並請於 10:15 或
前進入禮堂安坐等候崇拜。當日下午 1:45-4:00 有「建立健康堂會」研討會，
請預留時間出席。若仍有肢體報名參加聯合崇拜，請與鄭銘賢幹事聯絡。
3. 傳栽部報告－11 月 19 日(日)是福音主日，有以下幾項，希望弟兄姊妹參與及
禱告 :
1) 29/10(日)崇拜後，一起去教會附近社區派發福音主日邀請卡及嘉年華遊戲
券。
2) 5/11(日)明恩樂天倫嘉年華，於耀安邨莊啓程小學內進行，時間由
2:00~3:30pm，各區部正努力籌備，同心服事，若你想參與的，可與區長或傳
栽部部長(曹達明)聯絡，歡迎各肢體當天帶親朋參與或協助。
3) 19/11(日)福音主日前，約早上 9:30，會在胡忠中學附近派發邀請卡。
4) 最重要就是請你帶領親朋於 19/11(日)參與福音主日。若肢體已有福音對象，
期望教會肢體為這福音對象祈禱，請在司事枱上填寫福音對象的名字，方便肢
體為福音對象代禱，謝謝！
4. 大灣雞蓬短宣－於 12 月 22-25 日(星期五至一)舉行，主要探訪受資助學童家
庭，平安夜聯歡會服侍 200 名兒童，崇拜安排及關心當地同工等等。 而參加
者需要出席出發前安排的 3 天培訓訓練，分別是 10 月 22 日、11 月 26 日及 12
月 10 日。是次短宣報名人數上限 24 人，如欲報名可向謝雁鳴幹事索取表格；
如有任何問題，可向領隊曹達明執事及陳玉和姊妹查詢。
5. 浸宣聯會宿霧短宣體驗－將於 12 月 21-26 日舉行，詳情及報名表可到司事枱
索取，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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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廖金輝牧師 10 月 16-17 日，陳文祥傳道 10 月 10 日-21 日，李國強先生 10 月 21 日。

肢體消息
1. 上週週六崇拜出席人數： 39 人；青少區出席人數： 27 人。
2. 青青區黃淦璋姊妹及李志江弟兄之結婚典禮，將於 201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
下午 2:00，假大圍道風山路 50 號信義宗神學院明節堂舉行，新人誠邀明恩堂
弟兄姊妹蒞臨共證婚盟，同頌主恩。
3. 青青區張卓健弟兄將於 2017 年 11 月 27 日-2018 年 1 月 4 日到英國短宣，詳情
可到司事枱索取代禱信。
堂址：沙田馬鞍山恆安邨恆峰樓 A 翼地下
電話：2642 3564 / 2631 1779 傳真：2640 4692
顧問：廖亞全校長
堂 主 任：廖金輝牧師
傳道：吳少娟傳道 陳文祥傳道 葉吳敬華傳道
實習傳道：潘建英實習傳道
傳道幹事：李國強先生
幹事：鄭銘賢先生 謝雁鳴小姐
網址：http://www.mingyan.org.hk 電郵：cbmingyan@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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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15/10/2017)
(請帶回家祈禱，每天可為其中一事祈禱)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
4.承擔使命：頁 36-37。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
5.領受差遣，為主作見證：頁 36-37。
教會：ACTS 課程
學員需定出教會未來五年的願景和計劃，求主讓學員們能整理出共識，
並在適當時間向會眾分享。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
6.興起撒種與收割的人：頁 38-39。
教會：明年各部門的事奉人員
2018 年將至，教會各部門均需要人手事奉，求主感動人心，無論是部
門帶領的工作，還是協助的工作。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
7.同心禱告，火熱心靈：頁 42-43。
聯會/宣教：卡拉詰人
伊朗中部的卡拉詰人就是一個從未聽聞福音的族群，他們多數住在阿拉
克(Arak)的東北方。阿拉伯的地理學家在 9、10 世紀就已提及卡拉詰人，
他們被列為中亞大草原的突厥人當中。今天的伊朗估計有 5 萬名卡拉詰
人，他們百分之百是穆斯林。求主裝備代禱勇士，以禱告戰勝伊朗的屬
靈黑暗，好讓福音很快在卡 拉詰人當中被傳開。求神使許許多多卡拉
詰人得到自由，能夠早日認識神的 與榮耀；願卡拉詰人接受基督，使
他們成為被祝福的民族。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
宣告神的名：頁 12（若有時間，可先參閱頁 8-11）。
香港/兩岸/世界：殺病重母，壓力「爆煲」兒墮樓危
一名男子，長期照顧患腎病的坐輪椅母親，疑因壓力「爆煲」，趁協助
照顧母親的女傭放假，在家中殺害母親後跳樓命危。這宗個案揭示出長
期病患者和失智症的照顧者的身心靈壓力是非常巨大。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
1.齊齊參與為佈道會禱告守望：頁 46-47。
香港/兩岸/世界：特朗普︰對北韓只有一個方法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北韓領袖金正恩，近期多番隔空駁火。特朗普在
twitter 表示，美國過去 25 年的歷任總統和政府，花費巨額金錢與北韓
談判並簽訂協議，但至今仍一事無成。北韓迅速違反協議，愚弄華府官
員，故他相信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對付北韓。
福音主日四十天禱告：
2.為每一位事奉人員禱告：頁 4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