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田堂堂務報告
1. 11月份教會及宣教祈禱會於11月28日(日)午堂崇拜後緊接舉行，並會提供直播，時間
約30分鐘。
2. 本堂會友吳勳弟兄10月31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定於11月27日(六)下午2:00假九龍殯儀
館3樓304室光榮堂舉行，弟兄姊妹可到場予以慰問。
3. 水禮將於12月12日(日)下午3時正假觀塘平安福音堂舉行(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
6樓 F-H室)。午堂水禮見證：21/11朱建榮弟兄、28/11曾艷芳姊妹。
4. 2022年1月8日(六)將舉行領袖日，時間︰早上10:00至下午4:00 (暫定)。早上“知己知彼”
溝通工作坊(中國神學研究院負責)，下午領袖交流聚會(王利民牧師、姚學良牧師)，請
各執事、導師、組長預留時間出席。
5. 本堂於2022年1月開辦為期10堂的「Alpha親子教育課程」(5/1-23/3 逢星期三晚，2/2
及9/2暫停)，現正招募組長，歡迎弟兄姊妹參與以下組長訓練：日期：12月2日(四)或
12月9日(四) 二選一；時間：晚上7:30-9:30；形式：Zoom，截止報名日期：11月27日，
查詢關卓凌傳道。
6. 請會友於11月21日(日)前向辦公室登記11月份領聖餐記錄。
7. 實體崇拜聚會：早堂(9時30分)、午堂(11時正)成人崇拜名額每堂150人(午堂會提供直
播(直播連結將透過 whatsapp 群組發放及刊登於本堂網站上)；幼童崇拜及兒童崇拜
(11時正)，名額：幼崇25人、兒崇50人。所有聚會需要實名報名參加(場地要求：中文
全名，如未曾在創世基殿參加本堂崇拜請提供聯絡電話，14日內工作地方或居住大廈
有確診者不能參加實體崇拜，獲認可檢測並獲陰性報告者除外)。
8. 為保障會眾健康及防範疾病傳播，凡進入本堂堂址聚會需要戴上外科手術口罩、接受
體溫檢測、消毒雙手及填寫登記表，直至另行通告。如發現自己或家人患上呼吸道感
染病徵，請就診及留在家中休息。

2021 年 11 月 21 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藍田福音堂
教會遠象
在藍田區建立造就門徒的教會，
在每座大廈設立牧養小組，使本區居民得福音見証，
蒙基督和平之君的祝福。

堂址：九龍觀塘成業街 7 號
寧晉中心 30 樓 H 室
崇拜地點：牛頭角鴻圖道 1號地下
創世基殿
電話：2709-0439
網址：www.lamfook.org

中學成長小組 (27/11)
主題：Team Building

歡迎問安
家事分享

主日崇拜 (28/11)
講員：黃勁梅傳道
講題：生命的「光畫」
經文：彼得前書1 章17-22 節
彼得前書2 章9 節

讚美
頌讚祢 Hallelujah 來充滿我 十字架 快上路

牧禱
奉獻祈禱

主席：楊附陞(早堂)
領詩：張敏兒
司事：阮何玉儀、曾百蓮
黎蕭景玲、黃玉蓮

金句及讀經
講道：安提阿教會的宣教元素
使徒行傳 11 章 19-26 節

主席：黃陳奕光(午堂)
領詩：張敏兒
司事：張梁寶玉、劉潘艷娟
鄺潔兒

感恩見證
祝福

兒童崇拜 (28/11)
主題：活動週

崇拜聚會人數
11月14日
早堂崇拜 50 (6)
幼童崇拜 4
英語崇拜 22

午堂崇拜 108 (11)
網上直播早午堂崇拜 34 (崇拜遲到人數)
兒童崇拜 18
網上直播英語崇拜 41 (本地11 海外30)

早堂
主席：陳崇基
講員：李成傑傳道
領詩：孫子添
直播： /
司事：李莫秀芬、麥錫基
嚴鄔麗嫺

幼童崇拜 (28/11)
主題：天使向馬利亞報喜
講員：陳黎錦雲

午堂
黃梅曉心
李成傑傳道
孫子添
葉志權
莫姚綺雯、湯鈞健
姜吳鳳娟
公

開

聚

會

主日成人崇拜：早堂 9:30-10:30
兒童崇拜：主日早上11:00-12:30 (小一至小六)
主日成人崇拜：午堂 11:00-12:30
幼童崇拜：主日早上11:00-12:30 (K.1-K.3)
英 語 崇 拜：主日下午1:30-3:30
中學成長小組：周六下午3:30-5:30 (中一至中六)
*未得本堂堂主任書面同意，不得攝影、錄音、錄影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轉載藍田堂聚會及網頁內容 *

講題：安提阿教會的宣教元素
經文：使徒行傳 11 章 19-26 節
大綱：
1. 被苦難所推動的教會 19

教會異象及本年度目標
～ 銳意門訓 • 進駐校園 ～
～ 紥根永恆 • 把握時機 ～
祈禱備忘（2021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7 日）
祈禱事項
為教會 ∕ 世界祈禱：
1. 求主保守在疫情影響下的基層人士，使他們能夠得到適切的幫助。

2. 文化、民族融合的教會 19-21

Cross Generation 區：
1. 為 12 月 18 日的大聚集禱告，讓我們當日有一個美好的相聚，眾人也得到鼓
勵。
家庭區：
1. 維持著各組組員之間互相聯絡，在真道裡彼此相交。求上帝保守合而為一的
心，建立教會。

3. 有品有眼的基督教會 22-24 (25)

海外宣教：
1. 請為五月爸爸劉伯禱告，他年事已高，最近入院，經醫生診斷後，考慮做手
術。求主賜下智慧給家人決定方案，保守整個過程平安。
2. 請為瓶中信禱告，為這個月開始協助單位明年會議的會前準備工作禱告，瓶
中信負責影音編輯，求主賜智慧在編輯過程中順利完成。
為患病者祈禱：
李惠玲 (Kitty Wan 奶奶)、何諫瑤 (Julie 奶奶)、溫潔玲 (Kitty)
余健德 (Kathleen)、David (陳美如丈夫)

4. 安提阿的素質 26

本月份金句
可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領受能力，並且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使徒行傳1章8節
讀經時間表
21/11 (日)

22/11 (一)

23/11 (二)

24/11 (三)

25/11 (四)

26/11 (五)

27/11 (六)

摩 1-3

摩 4-6

摩 7-9

俄1

拿 1-2

拿 3-4

來 1-3

11 月講道主題：宣教
小組討論問題：
1. 苦難是阻礙還是策動力量？弟兄同心其利斷金是一個不變道理，試講述「合
一」和「同心」的難處。行道和聽道是一塊錢幣的兩面，品格的塑造才是主
要的道理。你同意嗎？

11 月 28 日
12 月 5 日
12 月 19 日

黃勁梅傳道

12 月講道主題：聖誕
杜枝生牧師
12 月 12 日
李成傑傳道
12 月 26 日

蔡好香傳道
關卓凌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