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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伍笑艷師母  

(本堂義務同工) 
    

聖靈的引導聖靈的引導聖靈的引導聖靈的引導 ： 轉眼間，我在沐恩堂的事奉已經有半年了。回想當初到沐恩堂的日子，

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擔任義務同工這個職位。以前，我每年只接受幾次講道的邀請，

以及做一些個人關顧的工作。現在，我每月要負責兩次講道，也試過負責團契的專題講座。

我曾經擔心自己做不來，也時常思想：沐恩堂的弟兄姊妹在靈性方面，究竟需要哪方面的

餵養？因為事奉的緣故，我學習細心地觀察弟兄姊妹的屬靈境況，也學習更多去祈求聖靈

的引導，明白上帝的心意。有神學家曾說：「聖靈的感動是發自全人最深的地方，是從內裏

出來的。」然而，他又說：「只憑內心的感動，容易會變得主觀。」那麼，我如何能避免錯

誤地把自己主觀的意願，看為聖靈的引導呢？ 

 

聖經的話語聖經的話語聖經的話語聖經的話語 ：越熟悉聖經的話語，聖經的話語就越容易在自己的腦海中浮現，以致在

日常的生活中，我越能夠隨時隨地以聖經的教導，作為自己待人處事的原則，及作為辨別

聖靈的引導的輔助準則。然而，聖經的話語有時候只能提供一些真理的普遍性原則，但對

於一些個別的境況卻未能提供具體、有系統的指引。況且，撒但也會引述聖經的話語，去

試探耶穌。那麼，我如何能夠避免自己誤用聖經的話語？ 

 

屬靈書籍屬靈書籍屬靈書籍屬靈書籍的輔助的輔助的輔助的輔助 ：在預備講章的時候，釋經書的確能幫助自己更加明白聖經的原意，

而一些專題式的書籍也能擴闊我在屬靈知識方面的深度和闊度，幫助我更有系統地表達講

題的訊息。然而，有一些屬靈書籍的內容其實與聖經的真理是有商榷的地方；那麼，我如

何能避免高舉屬靈書籍過於聖經呢？ 

 

喜樂的事奉喜樂的事奉喜樂的事奉喜樂的事奉 ： 當我把聖靈的指引、聖經的話語、屬靈書籍的輔助這三方面的元素互相

配合在一起的時候，我發覺自己首先所得到的福氣，便是在事奉中的喜樂。我在事奉中有

喜樂，因我感受到聖靈藉着聖經的話語和屬靈書籍的指引，首先豐富了我的屬靈生命。在

新模式的家庭崇拜中，我和我的家人對屬靈分享有更投入的氣氛。在講壇上的分享和關顧

的工作中，我感受到自己對身邊的人有更敏銳的屬靈觸覺，以致我更能學習去愛人的功課。

感謝天父，讓我經歷這種屬靈生命中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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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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3 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 115 人，成人 88 人，兒童 27 人；領餐者：100 人，成

人 78 人，兒童 22 人。 

2. 於復活節崇拜中接受洗禮者有梁偉洪、阮月花、張少芳、陳悅兒，過會者有曾清珠、梁兆

琪，求上帝堅立他們的信仰。 

3. 請肢體留意：教會在奉獻處理之事宜上不宜擔任「同時代收代支」的「中介人」角色，意

即從一位肢體獲得特定金額後，又被指定交予某一位特定肢體，故本堂不會處理「收款對

象為特定個人身份」的奉獻。 

4. 3 月 31 日為本堂廿二週年紀念，感謝上帝廿二年來的眷佑及保守。本堂已於 3 月 30 日崇拜

後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儀式(切餅)及感恩禱告。 

5. 本堂幹事王淑儀姊妹已於三月底離職，多謝黃鳯霞姊妹以部份時間形式協助處理教會幹事

職務。新幹事許世杰弟兄已於 4 月 12 日上任。 

6. 本會沙田區聯合立聖餐日崇拜已於 3 月 20 日假活靈堂舉行，約共有二百多位肢體出席。 

7. 由於流感肆虐，原定於 3 月 13 日至 20 日為信小的福音週，將延至 7 月 8 日至 15 日舉行，

請肢體記念。 

8. 本會將於四月至五月逢星期六、日售賣慈善獎券，作為恩頤居長者護理院開辦費用，及馮

鎰社會服務大樓三期擴建工程經費，請肢體支持。 

9. 本會信徒培育部定於 5 月 4 日舉辦「主日學導師基礎訓練班」課程，歡迎對宗教教育有心志

肢體參加。 

10. 本會家庭關顧部將於 6 月 8 日至 9 日假屯門黃金海岸酒店舉辦「夫婦恩愛甜心營」，費用每

對$1,400，歡迎已婚肢體参加。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鍾淑珍婆婆轉往沙田醫院治療，請代禱。 

2. 梁偉洪弟兄於 3 月 8 日之止痛機植入手術非常成功，亦能發揮止痛抽搐的果效，感謝上帝。 

3. 何俊威父親何慶祺先生於４月９日接受膽部微創手術，現仍在醫院留醫，請代禱。 

4. 周貝如、貝蔚母親羅淑賢女士身體虛弱，在深切治療部留醫，請代禱。 

5. 以斯帖團契團友相九伯伯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將於４月２０日在世界殯儀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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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    

1. 為香港流感肆虐，特別是小朋友的健康代禱。 

2. 為西藏政局，拉薩動亂帶來世界各地對中國政府的批評和壓力禱告。 

3. 為第三位教牧同工的召聘及身體軟弱的肢體：鍾淑珍、謝玉冰、何慧華、何俊威

父親何慶祺先生、貝如貝蔚母親羅淑賢女士等。 

4. 為中國今年八月舉辦奧運禱告，祈求一切順利進行。 

5. 為参加公開考試及升中肢體代禱：黎美君、曾偉倫、趙沛陽。 

 

2008 年年年年 4 – 5 月月月月行事曆行事曆行事曆行事曆 

日期 活動 對象 負責部門 

5 (六) 舊約導讀課程(5/4 – 10/5) 會眾 傳栽部 

6(日) 主日學老師會議 + 培訓 主日學導師 主日學部 

10(四) 組長訓練(三) 會眾 總辦 

13(日) 執事會 執事、教牧 執事 

四

月 

17(四) 青少年事工交流會 教牧 總辦 

1(四) 會員及代表大會 會眾 總辦 

8 (四) 組長訓練(四) 會眾 總辦 

11(日) 執事會 執事、教牧 執事 

11 - 23 聖地學習團 會眾 總辦 

18(日) 司琴座談會 成人崇拜司琴 崇拜部 

五

月 

27-29(二至四) 教牧同工營 教牧同工 總辦 

1(日) 主日學老師會議 + 培訓 主日學導師 主日學部 

 六

月 
8(日) 執事會 執事、教牧 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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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本月金句本月金句本月金句本月金句：：：： 

賽賽賽賽 29:1929:1929:1929:19----20202020    謙卑人、必因耶和華增添歡喜。人間貧窮的、必因以色列的聖者快樂。因為強暴人已歸

無有。褻慢人已經滅絕。一切找機會作孽的、都被剪除。 

賽賽賽賽 40:3140:3140:3140: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

乏。 

--------------------------------------------------------------------------------------------------------------------------------------- 

代禱邀請代禱邀請代禱邀請代禱邀請 

宣教工場 

泰國 

1. 請為泰國人民禱告，特別記念泰國的財政預算對老人津貼太龐大而遭被否決一事及泰國東北部、中部的旱

情禱告，求主賜予足夠的雨水讓農作物生長。 

2. 為匯恩堂在新的堂址裏舉行了奠基禮而感恩，感謝上帝的帶領。 

3. 請為宣教士林穎雯姑娘及歐陽姑娘身體不適而代禱，求主讓她們能適應在泰國的生活。亦請為她們學習泰

文祈禱，求主親自施恩予兩位宣教士。 

柬埔寨 

1. 求主預備為柬埔寨禱告的代禱勇士。 

2. 求主親自引導同工開展柬埔寨的事工。 

3. 求主讓福音進入柬埔寨人的心裡。 

斐濟 

1. 請為曾國輝牧師一家祈禱，感謝主讓曾牧師的眼睛漸漸康復。為他們在斐濟華人的事奉禱告，求主賜他們

更有從上而來的智慧去宣講福音。 

2. 請為他們回斐濟再次接觸家長和學生禱告，求主引領這些家長和學生相信衪。 

3. 亦請記念新朋友鄺生和亞洪早日歸主。 

海外宣教部 

1. 請為海外宣教部同工陳慧玲牧師的健康禱告。 

2. 海外宣教部現正聘請差傳行政助理，求主引領合適的弟兄姊妹到該事奉崗位。 

3. 本會海外宣教部五月份的月禱會將於 8/5/2008(四)晚上舉行，請留心舉行地點之公佈。歡迎肢體出席及為工

場守望代禱。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1. 本堂共有十位肢體成為差傳小戰士，包括趙沛陽、李以琳、黎彥彤、李以諾、何芷筠、馮浩揚、張靜、黃

卓恩、黃頌怡及方展中，感謝主讓一班年小的肢體學習參與差傳的工作，亦請各肢體在禱告中記念和支持

他們。 

2. 肢體周貝如姊妹已完成由總會與天梯使團合辦的佈道訓練課程，亦已實行兩次的街頭佈道，歡迎肢體向周

姊妹了解更多相關情況。 

活動推介活動推介活動推介活動推介 

1. 海外宣教部 08 年泰、柬暑期短宣體驗團招募隊員，尚有少許餘位，請肢體把握機會，參與短宣。 

2. 本會海外宣教部招募【樂齡祈禱勇士】100 名，歡迎年齡在 60 歲以上或已退休的肢體，善用黃金歲月為宣

教工場祈禱，藉事奉拓展上帝的國度，有意者歡迎向堂主任報名參加。 

3. 第廿一屆恩臨萬邦運動－青年宣教動員大會將於 31/5/2008 及 1/6/2008 舉行，地點為九龍真光中學，歡迎

中學生、大專生、職青、青少年團契導師及有差傳異象之信徒參加。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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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小資訊差傳小資訊差傳小資訊差傳小資訊 

2008 年全球差傳數據年全球差傳數據年全球差傳數據年全球差傳數據 

各位弟兄姊妹，香港人一向對數字異常敏感，不知道大家又有沒有對以下各項的數字留意過呢？與大

家分享一下以下的數據，是由英國差傳統計學家David Barrett發表之2008年全球差傳數據。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32, No.1, p.30 

一．全球人口 

全球人口總數  6,691,484,000 

城市人口  3,368,561,000 

鄉村人口  3,322,923,000 

成年人口(十五歲以上)  4,824,675,000 

識字人口  3,730,397,000 

文盲人口  1,094,278,000 

 

 

 

 

 

 

 

 

 

 

 

 

 

 

 

 

 

 

 

 

 

 

 

 

 

 

 

 

 

 

 

 

二．都市化 

大都會(人口超過十萬) 4,700 

 超級城市(人口超過百萬)  470 

城市貧民 1,790,000,000 

居貧民窟之人口 910,000,000 

三．不同宗教人口 

基督徒(廣義的)  2,231,421,000 

非基督徒  4,460,063,000 

穆斯林  1,412,301,000 

印度教徒  887,991,000 

無宗教信仰者 767,470,000 

信奉泛神的華人 387,448,000 

佛教徒 391,122,000 

民間宗教信仰者 261,566,000 

無神論者 147,766,000 

新宗教信徒 106,730,000 

錫克教徒 23,040,000 

猶太教徒 15,044,000 

四．全球基督教情況 

基督徒(廣義)佔全球人口比例  33.3% 

名冊會友  2,113,199,000 

聚會人數  1,476,690,000 

福音派信徒  254,538,000 

大使命信徒  689,980,000 

靈恩派信徒  601,652,000 

殉道者  175,000 

五．宗派會友情況 

羅馬天主教徒 1,130,401,000 

獨立教會會友 422,659,000 

更正教信徒 386,644,000 

東正教信徒 252,891,000 

聖公會會友 82,708,000 

邊緣基督徒 36,001,000 

七．全球基督教組織及工人 

宗派  39,000 

教堂(敬拜地點)  3,684,000 

社會服務組織  27,000 

海外差傳機構  4,550 

海外宣教士 458,000 

九．全球宣教現況 

福音未及之民  1,871,208,000 

福音未及之民佔全球人口比例  28% 

全球佈道計劃 1,870 

六．各洲信徒分佈情況 

非洲  423,675,000 

亞洲  355,008,000 

歐洲(包括俄羅斯)  556,359,000 

拉丁美洲  530,187,000 

北美洲  220,374,000 

大洋洲 22,788,000 

八．基督教的經濟情況 

(以美金十億*作計算單位，每年平均收入) 

教會會友個人總收入  USD18,170 

奉獻總收入  USD 390 

普世差傳事工之總收入 USD 23 

唔知大家看完這

些數據有甚麼感

覺呢?筆者則特別

留意到福音未及

之民的數目，並且

不足十分一的奉

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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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教會支持你你你你參加以下短宣體驗活動 :  （（（（謹記：逾期申請將不獲接受！） 

1. 泰國短宣9天團，   日期 : 21-29/7/2008   

2. 柬埔寨短宣8天團，   日期 : 4-11/8/2008    

3. 柬埔寨醫療短宣8天團，  日期 : 8-15/11/2008   

4. 斐濟短宣21天體驗團，  日期 : 6-26/12/2008 

(基金資助方式 : 基金資助團費三份之一，堂會代籌(或自支)三份之一，自支三份之一。) 

(若堂會代籌不足則參加者需自支餘額，若有餘則撥作差傳基金收入。) 

< 報名請與方教師或李紹强執事聯絡報名請與方教師或李紹强執事聯絡報名請與方教師或李紹强執事聯絡報名請與方教師或李紹强執事聯絡 >  >  >  >     <<<<其他機構之短宣或非教友申請須獲堂主任許可其他機構之短宣或非教友申請須獲堂主任許可其他機構之短宣或非教友申請須獲堂主任許可其他機構之短宣或非教友申請須獲堂主任許可////推篤推篤推篤推篤。>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五五五五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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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4 陳少珍 3/4 4/4 5/4 

6/4 7/4 8/4 9/4 10/4 11/4 12/4 

13/4 14/4 譚順保 15/4 16/4 陳永安 17/4 陳家群 

    鄧敏馨 

18/4 19/4 廖淑英 

20/4 黃鳳霞 

    陳少梅 

21/4 鄺翠霞 22/4 23/4*趙沛晴 

    *趙沛陽 

24/4  25/4 26/4 黃 仙 

27/4 28/4 29/4 30/4 1/5 2/5*張  海 3/5 

4/5 5/5 6/5 周佩君 

   溫家浩 

7/5 8/5 9/5 魏書如 10/5 

11/5 鍾麗珠 12/5 13/5 14/5 15/5 16/5 17/5 

18/5*蔡芊庭 19/5 20/5 21/5*方靜泠 22/5 陳二女 23/5 24/5*李以琳 

25/5  26/5 27/5 28/5 29/5 30/5 梁淑美 31/5 

*兒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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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園地園地園地園地    

梁偉洪 

 

我叫梁偉洪，大家可以叫我「阿洪」。 

我從前的職業是一名職業司機。每天除了返工外，就是與一群「豬朋狗友」飲酒，

日夜不分地飲，日日如是！ 

直到 2000 年 4月的一個早上，我如常地起床梳洗，接著打了一個噴嚏，突然腰

骨感到十分痛楚，痛得根本無法起來，原來整條脊椎下陷！。在醫院動過手術後，就

在醫院住了兩個年頭。在這兩年間，那群所謂的「朋友」，一個也沒有前來探望過我。 

直至 2002 年，我再次入院接受第二次手術。在這次住院的期間，我認識了一位

院友，他介紹了院牧給我認識。最初，我根本沒有想過會與這名院牧說話，更覺得他

十分惹人厭煩。每當我見到他走過來，我就會立刻避開。 

可是，他從來沒有放棄過與我交朋友。每一次來醫院，他都會走來我的床邊，與

我交談，關心我。最後，我終於與他成為朋友。從此，我就開始認識耶穌。 

此後，每當我感到最無助時，我都會祈禱，祈求耶穌可以幫助我。 

在這兩年間，我的病情相當反覆，以致要做第三次手術。就在進行手術的前一日，

主診醫生致電給我，告訴我「手術」的安排出現問題，要延期進行。當時的我真的感

到非常不開心，十分無助。於是，我就嘗試祈禱，希望耶穌可以幫助我。在祈禱後，

過了大概半小時，電話再次響起，原來是主診醫生致電告訴我，問題已經解決，手術

又可以如期進行。 

經過這次神蹟後，我深信耶穌任何時刻都在我的身邊，從來沒有離棄我。從此，

我就認定，耶穌拯救了我的生命。祂要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我關顧別人的生命。

因此，我把握每個可以幫助人的機會，例如與其他一些同樣是以輪椅代步的朋友，四

出檢視屋邨、商場等地方，有沒有令傷患／老弱人仕不便（或易生危險）的設施，並

且加以反映，好讓自己這蒙恩的生命能被耶穌所使用，叫他人得福。 

自從決心信主之後，耶穌改變了我的一生。我且已於 2008 年 3月 23 日復活節那

天接受洗禮，成為上帝的兒女。我希望透過自己的經歷，讓更多人認識耶穌，感受到

祂的愛，領受從祂而來的喜樂；也希望能幫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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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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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115 115 128 114 115 

兒童級主日學 29 43 15 6 15 22 

初中級主日學 --- --- 4 7 2 4 

長者級主日學 9 11 14 9 9 10 

祈禱會 105 --- 21 --- --- 63 

安得烈團契 7 13 5 --- 9 9 

彼得團契 9 6 8 --- 5 7 

約翰團契 4 7 4 3 8 5 

提摩太團契 19 14 18 8 22 16 

以諾團契 --- --- --- 4 6 5 

雅各團契 --- 4 --- 7 8 6 

以斯帖團契 42 63 57 44 --- 51 

詩班 14 16 14 14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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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19/4 26/4 3/5 10/5 17/5 24/5 31/5 7/6 

安得烈 逢星期六 

下午 2:45-4:30 

活動 
生日週

(第二季) 
專題(3) 

母親節

製作 
講道 

團友分

享(家庭

生活) 

旅行 活動(4) 

彼得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詩歌週 專題 探訪 電影週 查經 
安靜默

想週 

康樂

週:羽

毛球 

專題 

約翰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時事追擊 電影週 城市追踪 查經 間答比

賽 

生日週

(4-6 月) 

祈禱會 FUN 

DAY 

提摩太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查經 康體週 
導師訓練

課程 

專題講

座 
查經 

佈道訓

練 

街頭佈

道 

街頭佈

道後分

享 

以諾 每月第四主日 

下午 12:15 
--- 探訪   

笑琼家 
--- --- --- 探訪  

佩珍家 
--- --- 

雅各 每月聚會兩次 小組組聚 大團契 小  組  組  聚 大團契 小 組 組 聚 

以斯帖 逢星期三 

早上 10:00-11:00 
參觀 

家事百 

寶箱 

聖經人物

間答 

健康講

座 

聖經人

物 

坐定定

齊欣賞 
你是誰 

粵曲齊

齊唱 

兒童級 

主日學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生日會

(1 – 4 月) 

上課 媽媽我

愛你 

上課 

初中主日學 

(中一至中

三)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上             課 

長者級 

主日學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生日週

(5-8)月 

上   課 母親節       上       課 

祈禱會 
逢第一﹑三 

主日崇拜後 

差傳事工

及宣教士 --- 
母親、學

生家長事

工 

--- 
暑期聖

經班、考

試肢體 

--- --- --- 

註 :「---」表示該週沒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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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四四四四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五五五五月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月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月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月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 

 

主日 20/4 27/4 4/5 11/5 18/5 25/5 

教會年 

復活期第五

主日 

(白) 

復活期第六

主日 

(白) 

復活期第七

主日 

(白) 

聖靈降臨  

主日 

(紅) 

三一主日 

 

(白) 

聖靈降臨期 

第二主日 

(綠) 

成人     楊寶蓮 廖淑卿 何俊威 方克信教師 李志雄 李紹强 

領會 

兒童 黃鳳玲 蔡志明 彭雅頌 --- 黃日勝 黃鳳霞 

成人 張振華牧師 戴師母 方克信教師 吳麗卿牧師 戴師母 方克信教師 

講員 

兒童 方克信教師 吳麗卿牧師 戴師母 --- 方克信教師 吳麗卿牧師 

讀經 李恩蓓 李恩諾 單志榮 王中真 周貝如 周貝蔚 

經文 

徒 7:55 – 60 

彼前 2: 2–10 

約 14: 1 – 14  

徒 17: 22–31 

彼前 3:13–22 

約 14:15 – 21 

徒 1:6 - 14 

彼前 4:12-14,         

5: 6 - 11 

約 17 :1 -11 

徒 2: 1 - 21 

林前 12:3 下  

- 13 

約 20:19-23 

創 1:1-2:4 上 

林後 13:11-14 

太 28:16 - 20 

賽 49:8-16 上 

林前 4 : 1 - 5 

太 6 : 24 - 34 

成人 王中真 黃碧瑤 廖淑卿 李恩諾 黃佩珍 黃德康 

司琴      

兒童 趙沛晴 趙沛陽 譚佩珠 --- 趙沛晴 趙沛陽 

成人 
周新喜 

黃德康 

周貝蔚 

王興能 

周于琴 

彭采瑜 

冼慧珊 

張少芳 

林國豪 

余美歡 

黃詠琪 

梁依婷 司獻 

兒童 張 靜 梁希瑤 李以諾 --- 黎彥彤 姚善聆 

招待 連珮瑩 何靖筠 黃德康 梁笑琼 劉 珠 方偉儉 

接待小組 
君德、詠琪、

之之 

志雄、貝如、

賦仔 

志雄、翠瑤、

珊 

Joan、貝如、

君德 

之之、賦仔、

詠琪 

貝如、敏儀、

志雄 

詩歌 
50, 399, 

370, 508 

207, 178, 

416, 271 

206, 451, 

291, 225 

179, 72,  

293, 270,  

261, 532 

1, 20, 

489, 506 

20, 357, 

359, 372 

插花 梁  笑  琼 朱      煥      意 

幼童 崇拜 淑美/詩淇 鳳玲/淑嫻 鳳玲/淑嫻 --- 美娟/志森 美娟/志森 

祈禱會 周于琴 --- 黃鳳霞 --- 彭雅頌 --- 

司事執事：何俊威(四月) 、李紹强(五月) 

音響小組：趙仕傑(四月) 、李銘生(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