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獻為神家
你我要參加
崇拜

出席人數

奉獻收入

主日

83人 主日

兒童

10人 青少年

青少年

22人 兒童
12人 恩澤中心

長者

合共

金額

奉獻收入

$2,432.00 十一

金額
$36,292.00

$259.00 經常費

$300.00

$29.00 感恩
$2,700.00 慈惠

$1,350.00

購堂

$1,100.00

差傳

$3,000.00

127人

$300.00

合 共

$47,762.00

21/22年度之奉獻收據將於22年4月中旬一次性簽發。如會眾需要按月或按次簽發收
據，請在奉獻封上註明或與行政幹事聯絡；若選擇按次收取收據者，日後將不會獲
發年終收據。另奉獻者芳名可在月報表內及教會消息版上查看。
奉獻賬戶
支票抬頭
教
會 ： 香港基督教使徒信心會有限公司
恩澤中心 ： 香港基督教使徒信心會有限公司－恩澤中心

恆生銀行賬號
260-009873-001
260-131503-001

《頌讚主》
頌讚主 因祂的愛超出那高天
頌讚主 因祂的愛比海更深
我的心中歡喜雀躍 我快跑到主座前
讓我獻上每句歌聲與頌讚

《呼求耶穌》
求主加倍充滿我心
求主加倍釋放生命
願你復興來臨 燃燒靈魂
來讓我多一點愛火

心中歡喜在這刻進到祢殿 要見祢真光發現
我要獻上唇上佳美獻祭 這歌聲彰顯祢大愛

求主加倍充滿我心
求主加倍釋放生命
為你盡得靈魂 興起全民
投入你國度全心獻

樂意獻上每句歌聲與頌讚
為祢獻上每句歌聲與頌讚
《投身與祢同在》
主我來 將心意
呈獻身心與祢
擺上作活祭 因寶血 主恩惠
容我進到神至聖所當中
主我心只想投身與祢同在
飲於不息活水的泉源
主我只想見神光輝與榮耀
飲一口 眼一見 我靈魂得享飽足

祈求主讓我心更愛靈魂
成就你的心意 令我更堅穩
祈求主讓我可作你僕人
燃盡我的所有 求主愛盛載
呼求耶穌 呼求耶穌
請再度熾熱我 在靈裡宣告
呼求耶穌 呼求耶穌
請你用愛 來充滿我心
請你釋放 豐富我裡面情義 去愛

www.afcc.org.hk
樂富聚會時間
青少年崇拜時間：
星期六下午四時正
兒童崇拜時間：
星期日上午十時正
主日崇拜時間：
  第一堂上午十時卅分
  第二堂下午十二時十五分
東頭邨聚會時間
崇拜時間：
星期二上午十一時正

2021年9/10月行事備忘：
13/10(三)耆福天地
15/10(五)週五長者組
15/10(五)祈禱會

通訊資料：
香港基督教使徒信心會
九龍橫頭磡樂富廣場3153A號
電話︰2336 4766
網址：www.afcc.org.hk
電郵︰info@afcc.org.hk
附屬機構：
樂富恩澤中心
九龍橫頭磡樂富廣場3153A號
電話︰2336 4000
東頭恩澤中心
九龍東頭祥東樓地下1-3號
電話︰2336 4727

2021年9月19日主日聖餐崇拜
全年目標：札根真理、活出習慣
每週背經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節，要
在耶和華面前守這節七日。第一日當有聖會，甚
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內要將火祭獻給耶和
華。第八日當守聖會，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這
是嚴肅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
                          【利未記23: 34-36】

報 告 事 項:

主曆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
講 員：張榮昇牧師            聖餐主禮：張榮昇牧師
主 席：黎寶榮                聖餐襄禮：梁早超 林婉婷(第一堂)
司 琴：蔣智華                          吳素玲 何慧芬(第二堂)
招待長：李鴻英(第一堂)                招待員：楊  佳 謝麗娥(第一堂)
        王志光(第二堂)
伍樂雯 丘碧錡(第二堂)
當值員：張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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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神的愛成全我們
    遵行祂的旨意
經文：希伯來書1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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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主禱文

福：

1.  教會及中心將於4-8/10進行天花維修工程，期間所有場地不予外借。
    因應工程部份聚會時間更改如下︰
    a)耆福天地 (三) 13/10 上午11:00-中午12:00
    b)祈禱會   (五) 15/10 晚上 8:00-9:30
    c)週五長者組改於15/10恢復聚會
2. 10月開始彼得後書靈修資料，將每天透過教會廣播及教會網頁內發
    放，鼓勵弟兄姊妹活出靈修習慣，增進與神的關係。
3.  教會及中心現需聘請全職或半職(下午)清潔雜務員，於樂富及東頭
    當值，歡迎介紹，詳情可與幹事聯絡。
中心消息︰

報

祝

教會消息︰

會

眾

張榮昇牧師

4.  地區青年「非凡活力‧展」免費活動
    a)Running Game體驗
      日期︰25/9                    時間︰下午1:45-5:45
      內容︰撕名牌及攻防遊戲        對象︰7-29歲
    b)Super Young Day Game
      日期︰23/10                   時間︰上午9:00-5:45
      內容︰戶外攀石及竹笩制作      對象︰12-29歲
    c)香水減壓工作坊
      日期︰27/11                   時間︰下午1:30-6:00
      內容︰親自調教香水            對象︰12-29歲
    d)燃亮生命音樂分享會
      日期︰18/12                時間︰下午2:15-6:30
      內容︰計劃總結暨音樂分享會  對象︰6-29歲
    (查詢及報名請與中心同工聯絡)
會外消息︰
5.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於2/10(六)舉行九龍區賣旗日，教會接待處特設
    售賣旗子攤位(自由奉獻)，奉獻$200，敬贈口罩記念品10個或萬字
    夾一套，敬請參與支持。

下週主日崇拜聖工人員：
講  員：吳淑貞牧師              招待長：李鴻英(第一堂)
主  席：梁寶湛                          胡笑琼(第二堂)
司  琴：魏愛玲                  招待員：陳鳳玲 何秀珍(第一堂)
當值員：周銳鴻                          盧佩霞 羅桂蓮(第二堂)
注意：聚會進行時，請把手提電話轉至震機或關掉，請勿交談及隨意出入禮堂等

代 禱 事 項:
1. 請為中心前同工陳麗芳(Connie)的妹妹陳麗賢禱告，心臟手術後，
    能經歷主的醫治帶領和保守。
2.  楊小媚父親患癌病末期，感恩他於17/9決志信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