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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神 
蔡志明姊妹 

（崇拜部執事） 
認識一些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他們對事奉的心態，往往是先考慮自己是否有能

力、有時間、是否有把握將事奉做到最好、能否在事奉中得著滿足，才決定是否去事奉。
一旦發覺自己不能勝任、不能分配時間、甚至是不能滿足於事奉中，往往就放棄了事奉，
亦放棄了在事奉中經歷上帝的寶貴機會。自己在教會事奉的初期，也是依據自己的喜
好、信心指數去選擇事奉上帝的崗位。原來，當人事奉只是隨自己的心意的時候，便會
忽略了上帝給我們的旨意。結果，事奉變成是為了滿足自己，而不是為榮耀上帝。 

還記得在一次使團大型詩班的詩班員重聚日裡，講員分享「事奉」的時候，他說
他們的使團需要很多弟兄姊妹委身在不同的事奉崗位。然而，他要求在場的弟兄姐妹先
求問上帝，是否要他們委身在這些事奉中，因為我們的事奉是為榮耀上帝。上帝的指示
是甚麼？我們決不可只為自己的心思意念而去做！多麼大信心的一番話──明明十分
缺人，卻又叫人反思自己事奉的心態。這些話聽進我心裡，一直不斷在我心裡重覆又重
覆出現。最後讓我明白到，人的熱情會冷卻，唯有上帝的愛是永不止息。若我們的事奉
不是以奉獻為首，不是被上帝的愛所吸引而做出回應，那麼在事奉中，一旦未能滿足自
己，心便會疲乏／絕望。我不得不向愛我的上帝認罪： 

神呀！對不起，因我的事奉只是滿足了我，我沒有問過祢，我應為祢做甚麼？ 
但祢卻仍讓我在服事祢的過程中，經歷祢與我同在的平安喜樂。  
求祢今天教導我，讓我遵行祢的旨意。走祢所指派的道路。 
不問我的能力可以為祢做甚麼，只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轉眼間 2007 年已過了一半有多。不經不覺快將做了一年執事。其中最寶貴的，是
上帝讓我對事奉的態度有著改變。讓我今年在面對很多困難、迷茫、流淚的時候，得著
祂的安慰、鼓勵。 

神啊！多謝祢，因為祢沒有因我的不足與短處而放棄我，倒讓我可以事奉祢。 
多謝祢，讓我可以披著祢的彩衣，使祢的名得著榮耀。 
多謝祢，在我身邊安排許多許多的天使，安慰我，提醒我，鼓勵我，教導我。 
多謝祢，讓我靈裡從未如此乾渴。 
多謝祢，讓我得嚐事奉祢的甘甜。 
多謝祢，讓我以生命之火，燃燒身邊各人的心。 
 
最後，多謝祢，讓我可以在這篇分享中以文字去見証祢。願榮耀、頌讚全歸

與那愛我們到底的上帝。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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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                堂會消息堂會消息堂會消息堂會消息    

1. 本堂 2007 年 8 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 111 人，成人 86 人，兒童 25 人；領

餐者：72 人，成人 61 人，小童 11 人。 

2. 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已於 9 月 2 日崇拜後舉行，除有上半年工作及財政

報告外，亦選出下屆三位新執事，分別有廖淑卿、何俊威、楊寶蓮。 

3. 感謝上帝，由本年十月至明年(零八年)十二月底，本堂承蒙戴浩輝師母(伍

笑艷姊妹)應允，成為本堂的義務同工，協助牧養關顧及發展教會聖工。 

4. 本堂之流動圖書館已新增一批書籍，歡迎肢體善用及借閱，培養屬靈閱讀的習慣。 

5. 吳麗卿牧師於 9 月 3 日 – 9 月 6 日及 9 月 18 日 – 9 月 30 日放 2006 年之年

假，共十四天。 

6. 10 月 1 日為本堂幹事王淑儀姊妹與曾志偉弟兄假觀塘中華基督教會梁發紀

念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誠邀肢體出席，共証婚盟，姊妹將於 9 月 30 日 – 

10 月 15 日放年假共十二天。 

7. 本會海宣部於 10 月 7 日下午二時假九龍真光女書院舉辦柬埔寨異象分享，

〝柬埔寨的黎明〞─ 綜藝表演嘉年華會，為開拓柬埔寨福音事工籌募開辦

費，目標為港幣$100,000，歡迎肢體出席參與及奉獻。 

8. 本會家庭關顧部及婦女團契聯會於 11 月 10 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假信義

會真理堂舉行第 30 屆感恩奉獻禮，為支持本會神學生學費、信義宗神學院

經費、內地神學教育費用及婦女領袖培訓奉獻，歡迎肢體出席參與及奉獻。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鍾淑珍婆婆証實患上第四期肺癌，癌細胞亦已擴散。8 月 22 日已接受了第

一次的化療，化療後非常辛苦，常有嘔吐，請在禱告中記念鍾婆婆的情況。 

2. 謝玉冰婆婆腸癌手術後復完進展良好，並已於 8 月 26 日出院在家療養。

化驗報告已出，癌細胞沒有擴散，不需做任何電療或化療的跟進，感謝上

帝。 

3. 黃琼婆婆腳患尚未痊癒，仍在家休息。 

 

三.    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 

1. 為鍾婆婆的化療情況代禱，求上帝幫助。 

2. 為身心靈軟弱的肢體禱告，求主憐憫、醫治。 

3. 為九月開課後學生之學習生活及適應代禱，為禾輋信義學校新任校長蕭偉樂

先生及副校長鄭淑娟女士禱告，求上帝賜智慧能力帶領學校的發展。 

4. 為本堂下屆新執事：廖淑卿、何俊威、楊寶蓮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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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年年年 9-10 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 

日期 活動 對象 負責部門 

 下半年主日學(9-1 月) 會眾 主日學 

1(六) 讀經員訓練 事奉人員 崇拜 

2(日) 差傳雙週 

教友大會 

會眾 

會眾 

傳栽  崇拜 

執事會 

9(日) 執事會 

差傳雙週 

執事、教牧 

會眾 

 

傳栽  崇拜 

九

月 

30(日) 差關小組 事奉人員 傳栽 

7(日) “柬埔寨的黎明”─ 綜藝表演嘉

年華會 

會眾 總會 

9, 16, 23, 30 
(二) 

婦女培訓 成人會眾 總會 

14(日) 執事會 

幼/兒崇導師會 

執事、教牧 

事奉人員 

 

崇拜 

14-23 湖南湖北助學 會眾 總會 

24-26 清遠助學 會眾 總會 

27(六) 改教 490 週年紀念大會 會眾 總會 

十

月 

28(日) 推動家庭崇拜 

步行籌款(支持吳明節文化交流 

基金) 

成人會眾 

會眾 

關顧  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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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 2007 年下半年靈修計劃：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 已經開始了啦！ 

我們仍然鼓勵「你你你你」使用漢語聖經協會出版的靈修版聖經幫助你明白真理。 

教會可提供有限量的靈修版聖經給大家借用半年，有需要者請與教會聯絡。 

大家亦可經互聯網查看。網頁www.chinesebible.org.hk  

 

� 教會流動圖書館教會流動圖書館教會流動圖書館教會流動圖書館 – 鼓勵屬靈閱讀 

「新書」推介，盼望燃燒你的追求心志。增長知識，凝聚智慧，為主使用。 

我們誠意聽取你的意見，盼望流動圖書館能成為造就你的媒介。 

 
 

� 福音船福音船福音船福音船「「「「忠僕號忠僕號忠僕號忠僕號 (Doulos)」」」」 – 11/9 至 7/10 訪港（逢星期一及 18/9、23/9

休息） 

主題：放眼世界，薪火相傳 

開放時間：(11/9)6:00-9:00pm；(週二至六) 10:00am-9:00pm；(主日)2:00-9:00pm 

地點：尖沙咀海運大厦 

票價：$10（12 歲以下、65 歲以上免費，門票出售請瀏覽www.omhk.org） 

 

 

� 信義會沙田區堂會聯合研經課程：「「「「末世啟示末世啟示末世啟示末世啟示」」」」────────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10 月月月月 15 日前報名日前報名日前報名日前報名）））） 

周兆真博士（信義宗神學院新約教授）主講 

11 月 3-24 日，逢星期六晚上八時至九時半，於沙田秦石邨救恩堂舉行。 

（可携兒童到場，於安全環境下觀看影片，三歲或以下之幼兒家長亦可安坐育嬰

房觀看即場轉播） 

 
收費：全期四課，共$200。四課全出席者，將獲回款$50。（每課獨立收費$60） 

「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啟示錄 22:17 下）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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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宣教部消息 

 

� 柬埔寨異象分享：柬埔寨的黎明柬埔寨的黎明柬埔寨的黎明柬埔寨的黎明---綜藝表演嘉年華會 

日期：2007 年 10 月 7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 時攤位嘉年華，3：30 綜藝表演會暨奉獻禮 

地點：九龍真光女書院 ( 九龍窩打老道 54 號 A ) 

籌募開辦經費目標：拾萬元 

內容：異象信息、魔術、銀笛隊演奏、話劇、差傳小戰士綜藝表演、奉獻禮等 

 

 
 
 
 

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見證分享                       方李文燕師母 

 
今年 5 月我生了第二個孩子，就是女兒靜泠。我很感謝神賜我第二個孩子，也

感謝神在我懷孕、生產及坐月其間的保守和看顧。 

 
我記得在懷孕五個月左右，有一次我要接展中放學，突然覺得頭暈，那時方教

師也在身旁，我告訴他我很暈，剛說完就暈倒了，而方教師也及時把我扶住，以致身

體沒有受傷，真的感謝神的看顧！ 

 
我是剖腹生產的，手術過程十分順利，感謝神的保守。雖然我的傷口都很庝痛，

但生產後第二天竟可以下床。在我對面床的那位太太，她也是和我一樣，同一日剖腹

生產的。不過她軟弱無力，眼見我手術後第二天便可以下床，也嚇了一跳，因她還未

能夠下床活動。感謝神保守我可以較快復原。生產後的初期，我沒有什麽補品進食，

因為奶奶原想負責在我坐月期間為我預備補品，但她的腳受了傷，不能下廚。我又不

想麻煩別人，包括我媽媽在內，唯有只吃醫院所提供的膳食，但其實並不太飽。後來

教會有姊妹送來「愛心雞飯」、生果，我真是很感動。多謝姊妹的細心，也感謝天父，

祂細心的照顧，讓我生產後也能及時進補。 

 
雖然 BB 女靜泠很可愛，但慢慢我覺得不開心，也很失落。在我坐月休息完畢，

我又要開始做家務。每日都是掃地、拖地、洗衫、曬衫、叠衫、洗碗、幫 BB 換尿片、

餵奶……做不完的家務。每日都是這樣，非常納悶，而且做到汗流浹背。隨後又見到

自己身體變型，肥胖了很多，以前的衣服已穿不下，覺得自己很醜陋。唉！真是非常

難過，也很失落。又因 BB 是人奶餵哺，每晚我都要半夜起床一兩次，故睡眠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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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很辛苦。之後展中又出水痘，並有大約兩個星期要留在家中，那時我真的忙得要

命；有時靜泠哭着要吃奶，而同時展中也有需要(他可能要我講故事)，若我不理會展

中，他也會沮喪，甚至發脾氣。我自己也很疲倦，又要處理展中的情緒，真是令我困

倦不已，簡直沒有私人空間。我沒有時間去逛街，因靜泠還幼嫩，不便帶她出外…… 

 
回想以前工作的日子，坐在辦公室裡，是那麼的舒服，有時又可以和同事傾談，

午餐後又可以到公司附近逛逛、購物，多麽自由自在！雖然工作會辛苦，但當能夠在

限期前完成報告時，很有成功感和滿足感！想到這裏，真希望能再次出來工作，又可

以賺錢幫補生計…… 

 
當手裡抱着 BB 女靜泠，眼見她一天一天長大，比初生時的樣子已經不同，長了

點肉。而哥哥展中由 BB 長大至入讀幼稚園，到現在會幫忙拿尿片給妹妹換，又喜歡

錫妹妹，心想，這真是神的恩典，讓我可以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長。在掙扎會否再次出

來工作時，便想起聖經的金句，詩篇 127 篇第 3 節「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

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這節經文提醒我兒女是神所賜的，所以是好寶貴，要好好

珍惜。加上這是神所賜的「產業」，所謂創業不容易，但守業更難，父母不單是照顧

兒女的起居飲食，更要好好培育，以致他們行在正路當中。每個小朋友都只有一個童

年，若過去了，就不會復返，不像演戲般可以 NG 重新再拍，所以我想親自看見自己

孩子的成長，陪伴他們左右，親自唱歌仔、講故事給他們聽，讓他們有個開心快樂的

童年。一位姊妹借了一本名叫「做媽媽，你真行！」的書給我看，其中有一段文字給

我很大的鼓勵：「媽媽們，從一開始，你就在孩子的成長與發展上扮演極其尊貴的角

色。妳的撫育奠定了孩子生命的根基。這可能不是立刻就看得出成果的，但是妳可別

放棄這極為重要的關鍵角色。妳所建立的根基，將會比妳親手做給孩子或買給他們的

任何東西更加重要」。(P64 – 65)縱然我們所享用的物質可能沒有以前那麽豐富，但也

沒有缺少。我信上帝是「耶和華以勒」，即是神必預備，我深信祂必看顧我們所需用

的，最終我決定暫時不再找工作，全職作家庭主婦了。我雖然不能給豐富的物質兒女，

但我卻可以付上時間，時時刻刻陪伴他們，和他們玩耍…… 

 
我也開始改變負面的看法，因我知道神的恩典是夠我用。雖然我有做不完的家

務，但我不需要煮飯，感謝神賜我奶奶有健康有精神，可以幫手煮飯。這對於我來說，

實在是輕省了很多，我不需要去街巿買餸，又不需要預備不同的菜式；再回想那次展

中出水痘，不是出了很多，所以展中不太辛苦，我也不需要不眠不休地照顧他。現在

展中全日制上課，由早上 9 時至下午 5 時，我便可以有少許休息的時間。 

 
撫育兒女是一個持續及漫長的過程，為人父母者需要有耐性及智慧去管教，求神

加添我們能力！我仍自覺不足，不太懂得教展中，以致他仍有許多情緒。我唯有倚靠

神，而聖經又給我很大鼓勵「主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

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要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後

12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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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除了升任第二任母親外，也多了一個身份，就是方師母。其實在信主初時，

我好欣賞當時照顧我們的師母。她溫柔、熱心愛主、煮得一手好菜、熱心招待我們、

又帶領聚會……真是好能幹！但到自己當上師母時，就發覺自己真是有很多要學習的

地方。我仍想關心弟兄姊妹，也希望為弟兄姊妹禱告。希望「師母」這身份不會嚇怕

大家，反而讓彼此親近。 

 
 

二二二二○○○○○○○○七年七年七年七年  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十十十十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生日快樂  福杯滿溢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9 

2/9 鄭賦然 3/9 周貝蔚 4/9 5/9 6/9 7/9 8/9 林翠蘭 

9/9 梁美儀 10/9 方克信             

    謝詩淇 

11/9 12/9 楊寶蓮 13/9 何俊威 14/9 15/9 彭雅頌 

    李恩蓓 

16/9 黃詠琪 17/9 蔡劍雄 18/9 19/9 李淑真 20/9 21/9 羅美娟 

    余美歡 

22/9 田彩珍 

    吳煒君 

23/9 24/9 羅巧雲 25/9 26/9 27/9 黃德康 28/9 梁笑琼 

    容瑞燕 

   *鍾振邦 

29/9 譚志雄 

30/9 鄺嘉欣 1/10 2/10 3/10 4/10*譚智輝 5/10 6/10*黎美君 

7/10 李敏儀                                

*李恩諾 

8/10 9/10 10/10 11/10 12/10 13/10*梁希瑤 

14/10 吳麗卿 15/10 16/10 17/10 18/10 黃佩珍 19/10 20/10  

21/10*方展中 22/10 23/10 吳淑華 24/10 25/10 26/10 27/10 

28/10 29/10 30/10 楊玲弟 31/10    

*兒童/少年 
 



 8 

二二二二○○○○○○○○七年七年七年七年八八八八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 

 
聚會 \ 週次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平均人數平均人數平均人數平均人數 

主日崇拜 124 94 116 110 --- 111 

兒童級主日學 暑   假   暫   停 --- 

初中級主日學 暑   假   暫   停 --- 

青成級主日學 暑   假   暫   停 --- 

長者級主日學 暑   假   暫   停 --- 

祈禱會 --- --- 19 --- --- 19 

安得烈團契 --- 6 9 6 --- 7 

彼得團契 7 11 9 5 --- 8 

約翰團契 --- 5 7 7 --- 6 

提摩太團契 13 10 9 9 --- 10 

以諾團契 --- --- --- 8 --- 8 

雅各團契 8 8 6 13 --- 9 

以斯帖團契 50 63 44 34 58 50 

詩班 18 15 18 17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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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七年七年七年七年 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七年七年七年七年 十十十十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15/9 22/9 29/9 6/10 13/10 20/10 27/10 

安得烈 逢星期六 

下午 3:00-5:30 

見證會 

 

球類活動 座談會 
認識   

沐恩堂 

學校

BBQ 

福音小組

查經 
秋郊日 

彼得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生日週

(7-9 月) 

科學 vs

聖經 
祈禱會 待      定 

約翰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好好實踐 導師週 查經  

(飯團) 

活動週 好好  

實踐 

查經 導師週 

(飯團) 

提摩太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代禱計劃

檢討 
查經 

2008 年

度新職員

會改選 

靈修分享 祈禱會 Camp  真理堂

(馬丁路

德) 

以諾 每月第四主日 

下午 12:15 
--- 電影週 --- --- --- --- 查經 

雅各 每月聚會兩次 
小組組聚 望子成龍 小  組  組  聚 生日會

(7-12 月) 

以斯帖 逢星期三 

早上 10:00-11:00 

睇電視 
生日週

(7-9 月) 

中秋節翌

日暫停 

耶穌的 

神蹟 

福音粵 

典/詩歌

分享 

細運會 一齊背  

金句 

兒童級 

主日學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上     課 遊戲日 上  課 生日會及

頒奬禮 

初中主日學 

(中一至中三)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上             課 

          

生日會 

青成級 

(慕道課程)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上              課 生日會

(9-12 月) 

長者級 

主日學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上   課 茶聚 上課 電影  

欣賞 

上課 生日會

(9-12 月) 

祈禱會 逢第一﹑三 

主日崇拜後 

差傳異像

與使命 
--- --- 領人歸主 --- 領人歸主 --- 

註 :「---」表示該週沒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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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七年七年七年七年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七年十七年十七年十七年十月月月月 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 

主日 16/9 23/9 30/9 7/10 14/10 21/10 28/10 

教會年 

聖靈降臨期 

第十六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十七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十八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十九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二十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廿一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廿二主日 

(綠) 

領會  

      

蔡劍雄 趙仕傑 李紹強 黃日勝 方克信教師 廖淑卿 李志雄 

講員  方克信教師 龔立人博士 
肢體     

(見證主日) 方克信教師 吳麗卿牧師 呂慶棠牧師 冼杞烈校長 

讀經 黃碧瑤 連珮瑩 讀經小組 廖淑卿 趙仕傑 林國豪 李紹強 

經文 

出 32:7 - 14 

提前 1:12-17 

路 15:1-10 

摩 8:4-7 

提前 2:1-7 

路 16:1-13 

摩 6:1 上, 4-7 

提前 6:6-19 

路 16:19-31 

哈 1:1-4,  

2:1-4 

提後 1:1-14 

路 17:5-10 

王下 5:1-3, 

7-15 下 

提後 2:8-15 

路 17:11-19 

創 32:22-31 

提後 3:14-4:5 

路 18:1-8 

耶 14:7-10, 

19-22 

提後 4:6-8, 

16-18 

路 18:9-14 

司琴      李恩蓓 王中真 黃德康 李恩諾 黃碧瑤 黃佩珍 廖淑卿 

司獻 

楊寶蓮 

歐美連 

林志雄 

鄭翠瓊 

聶燕萍 

黎美君 

李淑真 

李思哲 

朱婉婷 

吳煒君 

梁笑琼 

何慧華 

梁健華 

梁希桐 

招待 盧韻怡 陳孜孜 何淑嫻 陳敏嫺 趙沛晴 王欣穎 鄺嘉欣 

接待小組 
貝如、君德、

Joan、敏儀 

君德、翠瑤、

行仔、Winky 

君德、貝如、

行仔/ 

Winky/賦仔 

翠瑤、敏儀、

賦仔、Joan 

貝如、敏儀、

賦仔、Joan 

翠瑤、行仔、

Winky、君德 

貝如、行仔、

Winky、君德 

詩歌 

10, 324, 

349, 225 

210, 196, 

471, 223 

334, 43,  

503, 355 

23, 459, 

363, 369 

29, 250,  

432, 258, 

259, 255 

206, 458,  

467, 362 

278, 376, 

450, 369 

插花 梁   笑   琼 廖      淑      卿 

幼童 崇拜 淑美/詩淇 翠蘭/鳳玲 翠蘭/鳳玲 淑華/美娟 淑華/美娟 淑美/詩淇 淑美/詩淇 

祈禱會 周于琴 --- --- 蔡劍雄 --- 鄭賦然 --- 

司事執事：趙仕傑(九月)、李紹強(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