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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人人．．．．事事事事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執筆撰文，常會感到「手腦不協調」──筆是拿到手中，腦海卻是一片空白。我想，這

可能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而是身邊一些朋友的共同現象。捫心自問，這些日子，週遭發

生的事情真算不少，但自己曾捕捉住，把它藏於心底，反覆細味的，又有多少件！ 

向來十分羡慕一些從事文字工作的人，尤其是那些坐在巴士車窗側、咖啡店的落地玻璃

旁，望向喧鬧街道的作家。他們透過其敏銳的感覺、內心的沉澱過濾，再經其細膩的筆觸，

把眼簾底下的城市一角，所發生的一件件「瑣」事的精華展現出來。他們所呈現的，往往不

單是事件的經過，而是這事件在一個又一個的生命上所激起的漣漪，甚至巨浪。 

人與事的糾纏，交織成我們每天的「生活」。「事」不會脫離人，架空的發生；同樣，「人」

也不會終日「萬事與我何干」地發呆。可是，在我們的生活裡，人與事卻是經常成為我們焦

點擺放的兩極。 

筆者自問也是一個常把焦點放置在「事」之上，而忽略了「人」的元素的人。由於「處

事容易處人難」，於是「重此輕彼」便成了一個很大的試探──也許亦是許多人的試探。我們

努力地去「完成」許多的事務，卻輕忽了與這些事務緊密相連的人。 

當「經濟發展」成了膜拜對象，「城市發展」成了手段時，於是二者原先所要服務的對象

──人（起碼大多數的人）的長遠利益被壓下去。當「辦好奧運」被扭曲成「不惜一切辦好

奧運」時，奧運的「主角」居然只需佔火炬手中的三份之一便已足夠。當「國家版圖統一」、

「國家安全」被捧為「神」時，本身應為「國家之本」（註：決不是「國家資本」）的「民」，

他們的宗教渴求便「可以」用經濟發展「給買下來」，為人民福祉而發聲的熱血青年便可給冠

以「煽動顛覆」之罪而下獄──被踐踏的又豈只是他們，更是今後世世代代的人民福祉。 

當「事」脫離人而被高舉時，它們顯得蒼白褪色、了無生氣，在人類歷史、上帝計劃中

變得無足輕重。甚願自己也能不時放慢腳步，品味、沉澱生活中的三數件遭遇。不一定要把

心得付之成文，只需要把每天一點點的經歷，帶回家中與家人分享。如此，生活、對話可望

變得充實、有趣味，比起一味只催促兒女唸「乘數表」、做習作也許來得更實在。到底，生命

就是在這許多的「生活瑣事」裡，交織著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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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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 120 人，成年人 90 人，兒童 30 人，領餐者 102 人，成人 77 人，

兒童 25 人 

2. 本堂將於 7 月 21 日至 7 月 26 日舉辦暑期聖經班，現正召募導師及義工多名，請與吳牧師或彭雅頌執

事聯絡 

3. 感謝上帝，本堂已聘請鄭瑞芬教師為第三位同工，鄭教師將於 2008 年 6 月 1 日上任 

4. 為幫助肢體尋找本堂之核心價值，下半年教會將安排數次座談及討論聚會，讓肢體交流及探討。第一

次聚會將於 6 月 14 日下午舉行，詳情容後公佈，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參與 

5. 吳牧師將於 2008 年 5 月 13 日至 5 月 22 日放年假共九天 

6. 第 21 屆恩臨萬邦運動將於 2008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週六、日)假九龍真光中學舉行，歡迎肢體出

席 

7. 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舉辦奮興營，查考創世記，歡迎肢體報名，詳情請看海報 

8. 吳牧師及方教師將於 5 月 27 日至 5 月 29 日參加本會之教牧同工進修營，地點在深圳之「青青世界」，

今次主題為：建立健康的事奉團隊 

9. 信義宗神學院第三十一屆畢業禮定於六月一日下午 2:30 分,假深水埗崇真堂舉行，請代禱 

10. 青少年部於 7 月 16 日至 7 月 19 日舉辦英文營，需召募導師，請與吳牧師聯絡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鍾淑珍婆婆曾出院並暫住護老院舍，待妹妹申請來港照顧才回家，但因左手腫痛而需再度入院治療，

請代禱 

2. 陳巧銀婆婆胸骨微裂，現正在家休養 

3. 貝如、貝蔚母親羅淑賢女士仍在沙田醫院治療，請記念 

4. 俊父親何慶祺已出院，並在家療養 

5. 朱煥意姊妹因頸椎退化，影饗下肢，曾留醫診治，現已出院，並接受定期之物理治療 

6. 為慕道朋友譚淑婷姊妹被診斷有腸癌及巢癌切切代禱，譚姊妹已接受手術，並等待化療，請為譚姊妹

及其家人代禱 

7. 魏書如弟兄因跌倒，眼角骨微裂，現正康復中 

8. 李翠瑤姊妹身體不適曾入院，現已出院，記念她的康復 

9. 恭賀李美蓮婆婆「娶新抱，做奶奶」 

10. 吳煒君弟兄之母親盧桂英女士精神欠佳，現在醫院接受治療，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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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    

1. 為北京於八月舉辦奧運代禱，祈求一切運作暢順 

2. 為全球經濟，各類消費通脹，人民生活禱告 

3. 為本堂已聘請第三位同工感謝上帝，並為鄭瑞芬教師之適應及牧養代禱 

4. 為患病肢體禱告：鍾婆婆、譚淑婷、朱煥意、李翠瑤、羅淑賢、盧桂英 

5. 為身體康復肢體禱告：陳巧銀、魏書如、何慶祺 

6. 為教會末來路向及尋找核心價值代禱，求上帝賜智慧聰明 

7. 為暑假期間教會的活動及聚會禱告 

 

 

2008 年年年年 5 – 6 月月月月行事曆行事曆行事曆行事曆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負責部門負責部門負責部門負責部門 

8(四四四四) 組長訓練四組長訓練四組長訓練四組長訓練四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1(日日日日)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聖地學習團聖地學習團聖地學習團聖地學習團(11/5~23/5) 

執事執事執事執事、、、、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18(日日日日) 司琴座談會司琴座談會司琴座談會司琴座談會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4(六六六六) 暑期活動交流暑期活動交流暑期活動交流暑期活動交流/關顧關顧關顧關顧/支援支援支援支援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五五五五

月月月月 

27(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營教牧同工營教牧同工營教牧同工營(27/5~29/5) 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日日日日) 主日學老師會議主日學老師會議主日學老師會議主日學老師會議 + 培訓培訓培訓培訓 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8(日日日日)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執事執事執事執事、、、、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12(四四四四) 組長訓練五組長訓練五組長訓練五組長訓練五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4(六六六六) 中學生主題工作坊中學生主題工作坊中學生主題工作坊中學生主題工作坊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六六六六

月月月月 

29(日日日日) 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29/6~1/7)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三三三三) 學校福音營學校福音營學校福音營學校福音營(2/7~4/7)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七七七七

月月月月 
5(六六六六) 讀經分享會讀經分享會讀經分享會讀經分享會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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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金句本月金句本月金句本月金句：：：： 

腓腓腓腓 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

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腓腓腓腓 3:13-14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1. 全教會寶劍練習全教會寶劍練習全教會寶劍練習全教會寶劍練習 

本部將以團契為單位，於 19/7 舉行全教會寶劍練習，請弟兄姊妹積極裝備、並互相鼓勵彼此勤讀神的話

語！ 

 

2. 本堂之差傳小戰士本堂之差傳小戰士本堂之差傳小戰士本堂之差傳小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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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皓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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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堂差傳基金籌款目標本堂差傳基金籌款目標本堂差傳基金籌款目標本堂差傳基金籌款目標 

為將來本堂的差傳事工發展，本年度差傳基金籌款目標為兩萬元。歡迎弟兄姊妹按感動透過奉獻及/或代

禱支持。 

 

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詳情請參閱本部代禱信詳情請參閱本部代禱信詳情請參閱本部代禱信詳情請參閱本部代禱信）））） 

1. 泰國工場代禱泰國工場代禱泰國工場代禱泰國工場代禱 

一. 求上帝憐憫在潑水節中，因意外受傷的泰國人，及安慰死傷者的家人。 

二. 在 4 月 28 日始,泰國信義會舉行數天的會員大會，求主保守會議進行、天氣變化（大雨有雷暴）。 

三. 在學習泰文上，求上帝保守及賜聰明智慧給兩位信徒宣教士。 

 

2. 柬埔寨工場代禱柬埔寨工場代禱柬埔寨工場代禱柬埔寨工場代禱 

求主預備在新金邊市 Toul Kok 區預備一幢三層高的樓宇，作為本部開展事工的辦公室及拓展青少年中心

的地方，願主賜福儲備候選人“主眷愛＂和陳牧師的身心靈強健以備開拓事工。 

 

3. 斐濟工場代禱斐濟工場代禱斐濟工場代禱斐濟工場代禱 

一. 感謝主不斷帶領人來參與聚會。願在各人心中動工，早日得著福音，並感動有心的人參加短宣來協助。 

二. 感謝主保守思允四年的大學學習，她於 5 月 7 日行畢業禮,，曾國輝牧師一家將前往紐西蘭出席其畢業禮！ 

三. 請為斐濟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穏定禱告，讓人民生活得以改善，華人生活早日得到主賜的平安。 

 

4. 本部消息本部消息本部消息本部消息 

一. 5 月 8 日(四)晚上七時半在本會信義樓舉行差傳月禱會，歡迎更多肢體出席守望祈禱。 

二. 本部招聘行政助理乙名，中五程度，三年相關工作經驗，處理文書檔案、辦公室軟件操作，支援差傳活

動，須主動及有獨立工作能力，人際關係良好，應徵者須附履歷寄往本部收。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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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事工宣傳活動傳道事工宣傳活動傳道事工宣傳活動傳道事工宣傳活動 

傳福音傳福音傳福音傳福音？？？？冇你份冇你份冇你份冇你份？．．．？．．．？．．．？．．．冇可能冇可能冇可能冇可能！！！！ 

主耶穌在升天前最後囑咐門徒的「大使命」我們都非常清楚，我們又實踐過幾多？ 

街頭佈道很怪很陌生？與親友傳福音又怕尷尬、怕自己失見證說服不到人？宣教和自己的關係就像

「天各一方」？「不要怕，只要信！」親愛的弟兄姊妹，來吧！是時候衝出圍場、改變改變，一同來參與下

列活動： 

1. 提摩太團契邀請你一同參與區內街頭佈道提摩太團契邀請你一同參與區內街頭佈道提摩太團契邀請你一同參與區內街頭佈道提摩太團契邀請你一同參與區內街頭佈道！！！！（（（（查詢查詢查詢查詢：：：：溫家浩弟兄或連珮瑩姊妹溫家浩弟兄或連珮瑩姊妹溫家浩弟兄或連珮瑩姊妹溫家浩弟兄或連珮瑩姊妹）））） 

從沒試過街頭佈道從沒試過街頭佈道從沒試過街頭佈道從沒試過街頭佈道？？？？不用擔心不用擔心不用擔心不用擔心，，，，我們為大家準備了我們為大家準備了我們為大家準備了我們為大家準備了「「「「佈道訓練佈道訓練佈道訓練佈道訓練」。」。」。」。 

 

 

 

 

 

 

 

與親友傳福音的好機會與親友傳福音的好機會與親友傳福音的好機會與親友傳福音的好機會－「－「－「－「耶穌是誰耶穌是誰耶穌是誰耶穌是誰？」？」？」？」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講員： 唐崇榮 博士（Dr. Stephen Tong） 

日期： 佈道大會 5 月 24 日及 25 日晚上 7:30； 

青少年佈道大會 5 月 24 日 (星期六) 下午 4:00 

兒童佈道大會 5 月 25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 

地點： 紅磡香港體育館 

語言： 國語主講．粵語傳譯 

＊憑票免費入場＊ 
門票可於尖沙嘴浸信會尖沙嘴浸信會尖沙嘴浸信會尖沙嘴浸信會／／／／指定基督教書室索取 （沙田區：天道書樓及突破書廊均可） 

2. 認識宣教好機會認識宣教好機會認識宣教好機會認識宣教好機會－「－「－「－「第廿一屆恩臨萬邦運動第廿一屆恩臨萬邦運動第廿一屆恩臨萬邦運動第廿一屆恩臨萬邦運動－－－－青年宣教動員青年宣教動員青年宣教動員青年宣教動員大會大會大會大會」」」」 

 

你想關壞宣教士，但不知從何入手嗎？你想知道自己的宣教恩賜嗎？你不相信自己的職業都能被運用在

工場上嗎？不要猶豫，鼓勵身邊的弟兄姊妹一同參與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舉辦的「青年宣教動員大會」！

有 興 趣 可 向 連 珮 瑩 姊 妹 查 詢 或 自 行 到 差 聯 會 網 頁

(http://www.hkacm.org.hk/News/1651/A4%2520leaflet%2520Reg.pdf)下載報名表格。 

＊ 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20/5/08 

地點：九龍真光中學（九龍塘真光里一號） 

工作坊（日期：31/5 週六 下午 2:00-6:00；及 1/6 主日 下午 3:00-5:00） 

1. 「職業特工 IIII」座談會 

內容：從多角度分享基督徒專業人士如何在創啟地區參與專業服侍或跨境職場事奉等。 

2. 你的宣教恩賜 

內容：宣教恩賜評估、性向評估 (31/5) 

列出不同恩賜、如何支援宣教者/事工、建立人際關係及影響。 (1/6) 

3. 如何培育青年宣教士 （只於 31/5） 

對象：教牧或領袖，包括青少年導師，內容分享在堂會中推動和培育信徒為宣教士的經驗。 

4. 收 Call, Miss Call, On Call （只於 1/6） 

內容：確認呼召、如何裝備、需要讀神學嗎？ 

5. 如何關懷宣教士 

奮興會（日期：31/5 週六 晚上 7:30-9:30） 

公開聚會．無須報名．自由奉獻 

宣教歷奇──差傳好好玩（日期： 31/5 週六 下午 2:00-7:00） 

活動介紹： 以小組形式，透過宣教歷奇任務，融合宣教元素於歷奇活動中，從遊戲中學習宣教知識和體驗跨文

化宣教。（名額 150 人） 

報名要求： 十六歲或以上人士；十八歲以下者必須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參加 

備  註： 自備約 50元作交通及膳食費用 

佈道行動 

日期：24/5/08（六） 

時間：5:00-7:00p.m. 

地點：區內 

內容：街頭佈道 

佈道後感恩分享及見證 

日期：31/5/08（六） 

時間：5:00-7:00p.m. 

地點：地下陰雨操場 

內容：分享佈道得著及成果 

佈道訓練 

日期：17/5/08（六） 

時間：5:00-7:00p.m. 

地點：六樓禮堂 

內容：肢體分享傳福音見證及心得、簡單傳

福音技巧講解、佈道材料用法及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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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海外宣教部本會海外宣教部本會海外宣教部本會海外宣教部 2008 年年年年泰泰泰泰、、、、柬柬柬柬暑期短宣體驗團招募隊員暑期短宣體驗團招募隊員暑期短宣體驗團招募隊員暑期短宣體驗團招募隊員 

參與短宣的人一定要很「屬靈」？很「捱得苦」？人生閱歷很豐富？都不是！參與短宣並不是一件很偉大的

事！你只是去廣闊視野、得著、被祝福、被造就！只要你有一顆突破自己信仰生命的心！請趁著年輕好好

把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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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名請與方教師或李紹强執事聯絡 >  謹記謹記謹記謹記：：：：逾期申請將不獲接受逾期申請將不獲接受逾期申請將不獲接受逾期申請將不獲接受！！！！ 

 

本會道聲書局於 5月 19 日至 6月 30 日舉行「盤點清貨大優惠」，各種書籍低至五折，「道聲之友」更可

享有額外折扣，營業時間禮拜日由中午 12 時至 5時，禮拜一至五則由上午 10 時 30 分－晚上 7時，禮拜六

則由上午 10 時 30 分至 6時，一年一度盤點清貨大優惠，現邀請本會會友親臨選購。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六六六六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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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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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何靖筠 2/6*潘曉嵐 3/6 4/6 5/6 6/6 7/6 

8/6 9/6 10/6 11/6 12/6 13/6*李振忠 14/6 

15/6 16/6 呂惠莉 16/6 17/6 18/6 陳巧銀 19/6 溫秉堯 20/6 

21/6 22/6 23/6 24/6 25/6 趙仕傑 26/6 27/6 

28/6 29/6 30/6 方偉儉     

*兒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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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周周周周于于于于琴姊妹琴姊妹琴姊妹琴姊妹                

頭蝨的故事       （（（（本堂差關小組成員本堂差關小組成員本堂差關小組成員本堂差關小組成員））））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好！今次想與大家分享柬埔寨醫療短宣的一些經歷和感受，我會主力集中講

一些個人的領受。如果大家想知多些關於行程或柬埔寨的文化、歷史和社會特色，也可以再問我，我樂意將

所知的與大家分享。 

 

過了大約四個月的時間，靜下來再想想短宣中上帝給我的教導，我會想起幾個片段。今次與大家分享其

中一個──「頭蝨的故事」。 

 

短宣出發之前，我已經知道會到垃圾山及附近的一條村叫做森林的盡頭。未去之前曾想過，去到那兒，

少不免要接觸一些可能「污糟糟、臭崩崩」的人，我會怎樣面對他們呢？很快便想起，如果是主耶穌，祂一

定會與他們自然相交，因為祂曾接觸痲瘋病人，會摸他的；又想想德蘭修女，在印度加爾各塔，照顧有皮膚

病或垂死的病人時，也都將病人抱在懷內。所以我決定，當見到有需要的孩子時，也要試試抱他們在懷內，

不管他們是否乾淨。為此，我試過經過垃圾站時深呼吸，感覺一下垃圾味道，感覺聞慣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柬埔寨短宣第二天我們一班弟兄姊妹到達森林村，整個上午有不少森林村的人來到教會希望得醫治。其

中有一個小朋友，生得矮矮的，面有點污糟，近看手指更有黑邊，衣服當然是灰灰的，我見他坐了一整天，

便走去和他聊天。隊友見他沒有甚麼反應，便提議我與他一同拍照，因為拍照後給他們看，他們會很開心。

拍照過程中，隊友叫我與小朋友拉近距離，但隊員提示後，我只移動了少許。事後我說服自己，只因小朋友

不喜歡親近我，所以與他們距離會比較遠。 

 

如是者到了下午，有另外一批街坊做檢查。今次我同樣見到一個外表稍污穢的小男孩，他與我有互動，

樣貎似以前安得烈團契的一個小朋友。接觸過程中我發現他的腳板與我手很接近，因為我們坐的是地蓆，我

便趁大家不發覺移走自己的手．．．小男孩不發覺，他繼續投入在精彩節目中，但我卻很清楚自己的反應。

我即時反省：「駛唔駛咁呀，污糟少少啫，掂到唔會潰爛下嘛。點解要縮得咁快？耶穌連有機會被傳染痲瘋

都唔介意，為了要讓痲瘋的人感到被愛」。我向上帝認罪，求主讓我更像祂，讓我更懂得愛。當我睜開眼，

再看看眼前這個小男孩，他在笑，牙齒潔白，眼仔碌碌，真的可愛啊！人是有上帝的形象的，上帝造人真可

愛。而我覺得最奇妙的是，原來不看別人不好的地方，便會發現別人有上帝的形像。而因著在別人身上發現

上帝，你與他便會更親近了。 

 

當我以為從此便能好好的擁抱污糟糟的孩子，讓他們感受到被愛時，卻發現我自視過高了。人的愛真的

有限。因著那男孩身上的學習，我已能好好的抱抱孩子們，也沒有甚麼距離的感覺。後來出現了另一位窩心

的小妹妹，她是大姐姐，八、九歲，整天抱著最細的妹妹，卻喜歡拖著我，左手拖著我，右手抱著妹，我很

喜歡她。她第一天沒有穿上衣，所以我特別記得她。她很「嗲的」，可能未被人抱過，所以她很喜歡貼著人

的面頰。我抱她時，她也常常跟我用面頰親親。直到有一次，我抱著她，用五色珠橡筋替她紮辮，我看到她

頭上有一些小動物在動，也有很多一粒粒的東西，我立刻想起領隊的牧師曾說，我們可能會惹到頭蝨回來。

便在想，難道是頭蝨？ 

 

自有這種疑惑開始，我便起了變化，當她想哄過來時，我便假借要做其他事，或要看些東西來避開親親

臉頰，以防惹到頭蝨。其實我的心裡很矛盾，心裡縱然喜歡這個小朋友，但是當想到要處理頭蝨，便覺得很

不安。但心中又有聲音說：「放心，上帝一定會保護的，就算分享頭蝨又有甚麼所謂呢？受頭蝨之苦比起這

個小朋友重要嗎？」是的，理性上頭蝨沒有人那麼重要，但我卻真的連這小小的東西也不想犧性！ 

 

可能大家會覺得，何解周于琴可以為這些少事想那麼多呢？但事實上，這件事實在令我有很多反思。不

單是一個頭蝨的問題，而是上帝讓我見到自己的自私。不單是小朋友可不可愛的問題，而是上帝揭露出我如

何看他們的價值。就算他們在上帝眼中好寶貴，但對我來說也不及我自己擁有的東西寶貴，更別說要學效耶

穌去摸那些患有痲瘋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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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也讓我想到上帝的犧牲是甘心的，如果我能克服頭蝨的恐懼去跟小女孩親親，我一定會自高自大

的欣賞自己所謂靠上帝去愛。但主耶穌並沒有這樣，祂看到的是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意願，祂看到的

是人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喜好。路加福音提到：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

義，在大事上也不義。馬太福音亦提到：這些事你們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

上。所以我覺得這些小事正正反映出我可能會做的抉擇。 

 

事實上，每次參加短宣都有一種體會，就是雄心萬丈，自以為謙卑的去，卻是悔罪感恩的回。但我真的

很感謝主的帶領，因為透過短宣祂讓我知道我是誰，祂讓我知道祂是誰，當我灰心失意時，祂讓我能向祂傾

訴。上帝對每個人的教導都不盡相同，我們要抓緊認識上帝的機會啊！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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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 週次週次週次週次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 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 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 平均人數平均人數平均人數平均人數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125 120 117 119 120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28 27 31 29 29 

初中級主日學初中級主日學初中級主日學初中級主日學 4 5 3 4 4 

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 18 14 11 13 14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10 12 12 13 12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25 --- 7 --- 66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4 15 13 11 13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2 4 6 5 4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6 10 5 8 7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20 17 13 11 1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 7 7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 15 16 16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4 41 40 44 42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3 11 18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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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17/5 24/5 31/5 7/6 14/6 21/6 28/6 

安得烈 

逢星期六 

下午 2:45-4:30 

講道 
團友分享

家庭生活 
旅行 活動(4) 

父親節 

制作 
查經 團友分享(3) 

彼得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美食廣場 時事問答 查經 
康體活動 

羽毛球 
代禱守望 

生日 

福音周 

分享會   

本是一家人 

約翰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間答比賽 
生日週 

(4-6 月) 
祈禱會 FUNDAY 

約翰   

吹水會 
查經 小島一日遊 

提摩太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查經 佈道訓練 街頭佈道 
街頭佈道

後分享 
查經 康體周 

禱伴計劃 

檢討 

以諾 
每月第四主日 

下午 12:15 
--- 

探訪   

佩珍家 
--- --- --- --- 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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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人物

(五) 

坐定定 

齊欣賞 
你是誰 

粵曲  詩

歌  齊齊

唱 

聖經人物

(六) 

學金句 

齊禱告 

生日週  

(四至六月) 

兒童級 

主日學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上課 
爸爸    

我錫你 

生日會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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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課 
生日會

(5-8) 
上       課 

祈禱會 

逢第一﹑三 

主日崇拜後 

暑期聖經

班、考試

肢體 

--- --- 

父親， 

家庭及 

親子關係 

--- 
信小 

福音營 
--- 

註 :「---」表示該週沒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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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五五五五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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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25/5 1/6 8/6 15/6 22/6 29/6 

教會年 

三一主日 

 

(白) 

聖靈降臨期 

第二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三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四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五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六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七主日 

(綠) 

成人     李志雄 何俊威 溫家浩 方克信教師 李紹強 黃日勝 李志雄 
領會 

兒童 黃日勝 黃鳳霞 楊寶蓮 --- --- 蔡志明 --- 

成人 戴師母 方克信教師 戴師母 吳麗卿牧師 方克信教師 吳麗卿牧師 吳麗卿牧師 
講員 

兒童 方克信教師 吳麗卿牧師 吳麗卿牧師 --- --- 戴師母 --- 

讀經 周貝如 周貝蔚 鄭翠瓊 溫家浩 蔡志明 盧韻怡 黃鳯霞 

經文 

創 1:1-2:4 上 

林後 13:11-14 

太 28:16-20  

賽 49:8-16 

林前 4:1-5 

太 6:24-34 

申 11:18-21 

  11:26-28 

羅 1:16-17 

  3:22 下-31 

太 9:9-13 

   9:18-26 

何 5:15 - 6:6 

羅 4:13-25 

太 9:9-13 

   9:18-26 

出 19:2-8 上 

羅 5:1-8 

太 9:35-10:8 

 (9-23) 

耶 28:5-9 

羅 6:1 下-11 

太 10:24-39 

耶 28:5-9 

羅 6:12-23 

太 10:40-42 

成人 黃佩珍 黃德康 李恩蓓 廖淑卿 王中真 黃碧瑤 黃德康 
司琴      

兒童 趙沛晴 趙沛陽 譚佩珠 --- --- 趙沛晴 --- 

成人 
林國豪 

余美歡 

黃詠琪 

梁依婷 

何淑嫻 

羅美娟 

李淑真 

李銘生 

陳敏閒 

黃 仙 

梁笑琼 

胡礎雯 

鄺嘉欣 

曾清珠 司獻 

兒童 黎彥彤 姚善聆 何芷筠 --- --- 黃頌怡 --- 

招待 劉 珠 方偉儉 梁詩雅 阮月花 朱婉婷 張少芳 梁偉洪 

接待小組 
之之、賦仔、

詠琪 

貝如、敏儀、

志雄 

珊、Lynn、

之之 

君德、賦仔、

Joan 

敏儀、貝如、

Winky 

Joan、珊、

賦仔 

Winky、之之、

敏儀 

詩歌 
1, 20, 

489, 506 

20,357, 

359,372 

52,385, 

245,366 

384,354,402, 

271,259,224 

16,318, 

325,355 

217,348, 

377,418 

29,499, 

503,490 

插花 朱煥意 黃鳯霞 

幼童 崇拜 美娟/志森 美娟/志森 淑美/詩淇 淑美/詩淇 --- 鳯玲/淑孄 鳯玲/淑孄 

祈禱會 彭雅頌 --- 趙仕傑 --- 何俊威 --- --- 

司事執事：李紹强(五月) 、廖淑卿(六月) 

音響小組：李銘生(五月) 、譚志雄(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