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佈道中心

崇拜時間

主日崇拜上午11:15
(改於網上直播)

週六崇拜下午4:30

(因應疫情暫停)

兒童崇拜及Awana下午4:30

(改於網上進行)

週五HEnight職場崇拜晚上7:30

(改於網上進行)

社區探訪週五、日下午2:45-3:45

HEdreams夜間外展青年探訪週一、五晚

青少年崇拜逢每月第一個主日下午2:00

(改於網上進行)

huaenchurch

講題：堅強家庭維生素
經文：羅馬書16:3-4，

哥林多前書13:7-8a

講員：廖德漢牧師
主席：張張佩姿傳道
敬拜主領：周潔安姊妹
見證：馮謝雅儀神學生、馮智富弟兄

堂址：九龍佐敦廟街239號八福匯一樓
2762 9100 2762 9433

www.huaen.org church@huaen.org

5444 5101

主日崇拜
2021年1月17日



家事報告

下週崇拜預告 (24/1)預告 講題：福音、大能與相信 講員：張張佩姿傳道

:: 華恩堂最新聚會安排(即日至20/1)
•週六及日實體崇拜暫停，只供主日崇拜直播
•各小組及聚會改用zoom 舉行

•教會場地維持開放，房間聚集不超過兩人，
請網上預約安排

──────────────────────────────

請留意教會網頁 huaen.org /領袖群組之公布

• Peggy執事之父親上週二(12/1)晚上在上海
突然失去知覺暈倒，感恩搶救後已甦醒，並
確診腦炎及肺炎，求神帶領其平安回港治療，
並保守得到福音的時機。

•求主使用DSE陪你讀計劃成為考生的祝福，
成為福音平台接觸新朋友。

•為HEdreams夜間外展青年事工禱告，求主
預備服侍團隊。

:: 2021各區小組名單更新
踏入新一年各區小組更新重整，
請2021年會擔任組長的肢體於
24/1或之前提供組員資料，包括
各組員Telegram Username，
以便教會更新系統及建立「華恩.家」Channel，
方便日後直接發放華恩家各項新動態予各肢體。

:: 《DSE陪你讀計劃》
為DSE考生提供寧靜溫習空間，
教會預留Fun Corner作溫習室。
日期：2021年2月16日-5月中
時間：逢週一至五

上午10:30-下午5:30

公眾假期除外
費用及詳情可掃瞄QR Code

計劃並包括心靈加油、應試技巧和人生規劃等
支援。
由於名額有限，必需於30/1前以Google form

報名，並經面見後才落實。
歡迎介紹予有需要的DSE朋友，或參與學科、
心靈等支援服侍。查詢聯絡：林先生(Moses)

:: HEdreams夜間外展青年事工
感恩上週一晚由Nick帶領青少導師及義工出隊，

探索社區邊緣青年需要及服侍，未來逢週一及
五晚有出隊，有意服侍可與Nick聯絡，並請大
家代禱，求主預備服侍團隊。

:: 社區行動
•感謝主，麗靜、柏輝與Carol在本星期三帶
領方太的孫(Paco)決志信主，求主繼續堅固
他對主的信心。

•本週日，社區佈道課的弟兄姊妹們落社區實
踐佈道，請大家記念每一個被服侍者，主的
靈繼續在他們生命中作工。

::家庭區新動向
新一年更新了家庭小組共有10組，
分別有：
夫婦小組(4組)組長：
朱牧/ Wan/ Stephen Wong/ 星星、Jenny、
貞、 Moses

親子小組(2組)組長：Cherry/ Desmond

男人/女人小組(2組)組長：Kan、Lester/ 

Louise

家庭小組(2組)組長：Iris Choi/ 愛如

請為各組長禱告：

願主燃亮各組長的屬靈生命與事奉：有新的看
見，新的經歷，並看重堅強屬靈的家庭，帶領
小組更渴慕主，連結牧區同行，以家庭榮耀主
的聖名。阿們

代禱事項

:: HEbeauty祈禱會
HEbeauty本月祈禱會於21/1晚7:30-9:00舉行，
因限聚令，改以zoom舉行，下週會有link給
大家登入，如有感動大家也可參加。

::回家課程及生命重整營
2021年春季浸禮及轉會禮將於4月4日舉行
如計劃受浸或轉會的肢體，
就請報名參加「回家課程」(31/1) 

及「生命重整營」(27-28/2)

按此掃瞄QR code報名
詳情可向教牧查詢



7 培材主日暨門徒嘉許禮
14 新春聯合崇拜暨領袖發光禮
20 社區新年嘉年華
27-28 生命重整營

HEnight週五職場崇拜
週五晚 7:30pm ZOOM形式進行

22/1 一個能夠轉化和
祝福職場的Ekklesia

特別適合職場朋友參加
Zoom連結將於huaen.org或教會FB專頁刊登；
有興趣參加者可向佩姿查詢。

各牧區動態

:: Awana 兒童事工
• 為2021年教會的兒童事工發展禱告：讓小朋友更

多和家長一起實踐事奉主，體驗神更深刻的方向
禱告。另兒童事工負責牧者將由麗靜傳道擔任。
請大家留意

• 基於疫情嚴峻，實體週六崇拜暫停。Awana 及兒
童家庭崇拜現於每週下午4:30於網上Zoom進行。
鼓勵Awana學員及家長參加

:: 長者區

• 為天氣嚴寒下，長者區肢體的健康和起居生活得
主保守禱告

:: 職青區

感恩，職青區有新的區長及新組長回應牧養的服侍；
各新組的組合亦大致配搭完成。求主復興各小組，
成為職場中的Ekklesia, 為主作見證。

:: 青少區
請記念一月份是學生考試月份(期考及DSE模擬試)，

祝福青少年有美好靈性、得著智慧能應付各種考試
方式，保守青少年身心靈健康。

支持華恩成就24/7的夢
鼓勵小組組長收集組員
認獻金額，同心支持華恩社區
服侍、網絡媒體事工發展，
繼續成就24/7的夢！

請把認獻表格及款項交回
「行政收集箱」，請註明
「社關媒體奉獻」。

講員：Simon Ho

Marketplace Network

for Christ總幹事

2021年2月
教會主要活動預告

我們期待和你們

一同探索美好事物，
慢慢釀出好生活。

掛耳包Drip Bag Coffee
我們精心挑選合適的豆子，再配合
簡易沖煮程式，只需約一分鐘的
時間，就能享用接近我們咖啡店風格的咖啡
口味。

若購買任何我們的產品，更可以加購$80/5 
Packs掛耳包(包含禮品包裝、祝福小卡)
讓你可以更方便送給家人、朋友。

我們即將推出新年禮盒及於月尾舉辦活動，
請密切留意HEbrews Coffee 雲上啡事FB / 
Instagram

20/2社區新年嘉年華
日期：20/2(六)

時間：1-5pm (嘉年華)、
5-6pm (週六崇拜)

地點：八福匯地下D,E鋪及華恩堂
透過多元化攤位(包括魔術表演、音樂busking

等)與社區⼀起慶祝，分享愛與祝福。

現招募20/2四十名義工，請掃瞄
QR code登記；義工訓練將於
6/2(六)上午11時於Zoom舉行。

新年推介
沐恩堂年花義賣 –為購堂及經費籌款
雖「2021年宵花市」受疫情影響而取消，大
家仍可於24/1前向沐恩堂訂購年花，詳情可向
行政同工查詢。

Room For Life 揮春訂購
如欲訂講RFL2021揮春(一套三款)

可瀏覽RFL FB或掃瞄QR code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
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拉基書 3:10)

支票奉獻抬頭
基督教佈道中心華恩堂有限公司
Christian Evangelical Centre Hua En Church Limited

上週崇拜人數及奉獻

奉獻方式
建議將教會手機號碼 5444 5101 儲存於手機通訊錄內
奉獻確認訊息亦會透過此號碼之WhatsApp 發送予奉獻者

現金存入
南洋商業銀行 043-478-0-019558-0 
滙豐銀行 004-508-052909-001

完成奉獻後，記緊將電子支票/入數紙/交易確認畫面
連同姓名、聯絡電話、奉獻項目及金額等資料

電郵至教會 church@huaen.org

轉數快
透過轉數快「轉賬」至教會的手機號碼
5444 5101

實習神學生
饒高駿弟兄 林冠廷弟兄 謝雅儀姊妹

宣教士
鄭惠敏姊妹 (工場: 台灣禱告殿)

同工資料
主任牧師 ：廖德漢牧師 (pastorliu@huaen.org) 

牧 師 ：朱廣量牧師 (victorchu@huaen.org)

傳 道 ：張張佩姿傳道 (crystalcheung@huaen.org)

社區傳道 : 王王麗靜傳道 (angelwong@huaen.org) 

敬拜事工主任 : 馬莉主任 (maryma@huaen.org) 

行政主任 ：鍾景峰主任 (stephenchung@huaen.org)

行政幹事 ：葉嘉露幹事 (carolyip@huaen.org)

會 計 ：徐詹麗珠幹事 (evachim@huaen.org) 

上週總數 9/1/2021 10/1/2021

1月份累積
週六兒童崇拜 主日崇拜

崇拜人數 - - - -

參與網上崇拜人數 148人 29人 119人 312人

觀看次數 302次 302次 560次

恆常奉獻 $           82,817 - $           82,817 $        131,317 

擴堂奉獻 $                    - - $                    - $                200 

基金奉獻 $           15,120 - $           15,120 $           18,180 

截至2020年11月底
扣除基金可動用現金： $   3,399,901 2020年1-11月份累積盈餘: $       344,635 

全新教會消息發放平台
「華恩.家」Telegram頻道預告

教會即將於2月中起，增設「華恩.家」 Telegram 頻道，
以更簡易及快捷方式，發放教會最新資訊、聚會或活動消息等
敬請肢體可先掃右方QR Code下載並開通Telegram戶口，
以便頻道推出時可立即登記使用

＊現行WhatsApp領袖群組亦將於稍後轉用Telegram，詳情將再作通知

iOS裝置 Android裝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