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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聚會時間 
聚會 時間 9 月第 5 週人數 地點 

主日崇拜 主日上午十一時 68 聖殿 

青年敬拜 每月第四週六下午四時  二樓 
早禱會 週四上午九時  地下幼稚園資訊室 
執事會 雙月第二主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三樓 

詩班練習 主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9 三樓詩班室 
成人主日學 主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5 地下幼稚園校務處 
家長小組 主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地下幼稚園課室 

查經班 每月第二主日下午二時  三樓詩班室 
伯特利團 週六下午四時  二樓 
以馬內利團 二、四主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下幼稚園校務處 

職青(Vita 小組) 每月第三或第四週六晚上七時  地下幼稚園校務處 
職青(信仰小組) 每月第三或第四週六晚上七時  地下幼稚園校務處 
兒童主日學 主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下幼稚園課室 

約書亞團 每月不定期聚會  地下幼稚園課室 
安德烈團 每月不定期聚會  地下 
以利亞團 每月第四星期六下午五時三十分  三樓詩班室 

協進團 每月不定期聚會  二樓 
社關團契 網上聯繫及不定期聚會  地下幼稚園課室 
保羅團契 主日下午二時  三樓詩班室 

祈禱會 每月第三主日崇拜後  三樓詩班室 

（一）關心教會事工及肢體 
1 為眾弟兄姊妹身心靈代禱，能經常親近和倚靠主，得力在乎平靜安穩，求主保守眾
人經歷主賜的平安。 

2 為在職場工作的弟兄姊妹代禱，特別面對工作的壓力和同事間的人際關係，願主加
力，使眾人敬業樂業，並尋找到工作的意義。 

3 為兒童主日學導師於新學年的教學禱告，求主加智慧及力量予導師，引領學生們更
多認識基督，在真道上成長。 

4 為信仰追求小組籌備 11月 24日謝恩節旅行代禱。求主引領信組成員籌備是次活動，
讓教友能在戶外享受主內情誼及團契生活。 

5 為外牆油漆及維修工程已進入第二階段(修補石屎、清洗及髹油)禱告，期望工程順
利和平安，如期地完成。 

6 為身體軟弱及心靈有重擔的弟兄姊妹禱告，願主看顧及堅固他們的信心，安排最適
合的醫護人員及藥物給他們，請為蔣佩玲姊妹、劉譚展合姊妹、任李松姊妹、莫介
麗姊妹、吳庭池弟兄、陳徐文華姊妹、劉寶珊執事及王黃苑芳執事的康復禱告。 

 
（二）關心社會及世界 
1 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為禁蒙面立法，並已於日前生效，兩極分化的社會氛圍，
只見進一步的分化，港九新界各區的大小示威遊行，此起彼落！祈求上主掌管時局
的發展，激勵教會與信徒在艱難之時，敢於播種和平的種籽。 

2 日前熱帶風暴「米娜」吹襲南韓，造成至少 10人死亡，多人失蹤。大雨引發南部地
區山泥傾瀉和廣泛水浸，逾 1500個家庭需要緊急疏散。祈求上主垂聽災民的呼聲，
政府當局加緊搜救、賑災，為災民紓厄解困。 

代禱關懷
代禱關懷 

詩班獻唱 
《With All My Heart: A Medley》 

(Change my heart, oh God) 

Change my heart, oh God, make it ever true. 

Change my heart, oh God, may I be like you. 

You are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 

mold me and make me, this is what I pray. 

Change my heart, oh God, make it ever true. 

Change my heart, oh God, may I be like You; 

may I be like You. 
 

(Lord, be glorified) 

In my life, Lord, be glorified, be glorified. 

In my life, Lord, be glorified today. 

In my heart, Lord, be glorified, be glorified. 

In my heart, Lord, be glorified today, be glorified today. 
 

(With all my heart) 

With all my heart I want to love You, Lord, 

and live my life each day to know You more. 

All that is in me is Yours completely;  

I’ll serve You only, with all my heart. 

With all my heart I want to love You, Lord, 

and live my life each day to know You more. 

All that is in me is Yours completely; 

I’ll serve You only, with all my heart, my heart. 

I’ll serve You only, with all my heart, with all my he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