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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回想起來回想起來回想起來                                                                            何俊威弟兄何俊威弟兄何俊威弟兄何俊威弟兄        
((((團契部部長團契部部長團契部部長團契部部長))))    

回想起來回想起來回想起來回想起來，，，，我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提筆寫作我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提筆寫作我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提筆寫作我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提筆寫作。。。。當收到幹事的通知說要我撰寫本月月刊之當收到幹事的通知說要我撰寫本月月刊之當收到幹事的通知說要我撰寫本月月刊之當收到幹事的通知說要我撰寫本月月刊之

主題文章時主題文章時主題文章時主題文章時，，，，我登時覺得筆桿像是重了許多我登時覺得筆桿像是重了許多我登時覺得筆桿像是重了許多我登時覺得筆桿像是重了許多，，，，從前在讀書時代所儲下來的墨水更是不翼而飛從前在讀書時代所儲下來的墨水更是不翼而飛從前在讀書時代所儲下來的墨水更是不翼而飛從前在讀書時代所儲下來的墨水更是不翼而飛!!!!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在編寫月刊時不多不少都感到困難我在編寫月刊時不多不少都感到困難我在編寫月刊時不多不少都感到困難我在編寫月刊時不多不少都感到困難。。。。雖不是雖不是雖不是雖不是「「「「書到用時方恨少書到用時方恨少書到用時方恨少書到用時方恨少」」」」但少練習但少練習但少練習但少練習，，，，少接觸少接觸少接觸少接觸，，，，

不免是有一點生疏不免是有一點生疏不免是有一點生疏不免是有一點生疏，，，，任何事都不離這個道理任何事都不離這個道理任何事都不離這個道理任何事都不離這個道理，，，，包括接觸和認識神包括接觸和認識神包括接觸和認識神包括接觸和認識神。。。。今天今天今天今天，，，，我希望大家能透過我希望大家能透過我希望大家能透過我希望大家能透過

這次月刊去認識鍾婆婆對信仰的堅持和順服這次月刊去認識鍾婆婆對信仰的堅持和順服這次月刊去認識鍾婆婆對信仰的堅持和順服這次月刊去認識鍾婆婆對信仰的堅持和順服，，，，從而在信仰中得到一些啟迪從而在信仰中得到一些啟迪從而在信仰中得到一些啟迪從而在信仰中得到一些啟迪。。。。    

我在長者主日學事奉差不我在長者主日學事奉差不我在長者主日學事奉差不我在長者主日學事奉差不多十年了多十年了多十年了多十年了，，，，在這短短數年的服事和與鍾婆婆相處中在這短短數年的服事和與鍾婆婆相處中在這短短數年的服事和與鍾婆婆相處中在這短短數年的服事和與鍾婆婆相處中，，，，我我我我學學學學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不少不少不少不少功課功課功課功課。。。。鍾婆婆早年曾在廣州接觸基督教鍾婆婆早年曾在廣州接觸基督教鍾婆婆早年曾在廣州接觸基督教鍾婆婆早年曾在廣州接觸基督教，，，，認識一點基督教的認識一點基督教的認識一點基督教的認識一點基督教的道理道理道理道理，，，，後因戰亂輾轉來到香後因戰亂輾轉來到香後因戰亂輾轉來到香後因戰亂輾轉來到香

港港港港。。。。鍾婆婆亦不幸早年喪偶鍾婆婆亦不幸早年喪偶鍾婆婆亦不幸早年喪偶鍾婆婆亦不幸早年喪偶，，，，一個婦人要養大兩個孩子一個婦人要養大兩個孩子一個婦人要養大兩個孩子一個婦人要養大兩個孩子，，，，在當時在當時在當時在當時，，，，甚至在今時今日的社會都甚至在今時今日的社會都甚至在今時今日的社會都甚至在今時今日的社會都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當當當初認識鍾婆婆時初認識鍾婆婆時初認識鍾婆婆時初認識鍾婆婆時，，，，知道她回教會的原因是為了孫女芷妍的好處知道她回教會的原因是為了孫女芷妍的好處知道她回教會的原因是為了孫女芷妍的好處知道她回教會的原因是為了孫女芷妍的好處，，，，希望她從小就認識上希望她從小就認識上希望她從小就認識上希望她從小就認識上

帝和福音帝和福音帝和福音帝和福音，，，，並能夠在上帝的擁抱中長大成人並能夠在上帝的擁抱中長大成人並能夠在上帝的擁抱中長大成人並能夠在上帝的擁抱中長大成人，，，，滿有恩典滿有恩典滿有恩典滿有恩典。。。。那時的鍾婆婆雖然未必完全了解基那時的鍾婆婆雖然未必完全了解基那時的鍾婆婆雖然未必完全了解基那時的鍾婆婆雖然未必完全了解基

督教督教督教督教，，，，但從中我們可以見到她愛護家人之心但從中我們可以見到她愛護家人之心但從中我們可以見到她愛護家人之心但從中我們可以見到她愛護家人之心，，，，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她她她她相信基督教是一個正面的宗教相信基督教是一個正面的宗教相信基督教是一個正面的宗教相信基督教是一個正面的宗教，，，，亦不會亦不會亦不會亦不會

害怕去接觸害怕去接觸害怕去接觸害怕去接觸，，，，這是十分難得的這是十分難得的這是十分難得的這是十分難得的。。。。後來後來後來後來，，，，隨著她不隨著她不隨著她不隨著她不斷參與教會活動斷參與教會活動斷參與教會活動斷參與教會活動，，，，她開始她開始她開始她開始更更更更認認認認識識識識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最後最後最後最後

更接受洗禮更接受洗禮更接受洗禮更接受洗禮，，，，成為新造的人成為新造的人成為新造的人成為新造的人。。。。在她的教會生活中在她的教會生活中在她的教會生活中在她的教會生活中，，，，她總是處處的為他人設想她總是處處的為他人設想她總是處處的為他人設想她總是處處的為他人設想。。。。在私禱中在私禱中在私禱中在私禱中，，，，她她她她

一定會為家人和身邊老人家的需要禱告一定會為家人和身邊老人家的需要禱告一定會為家人和身邊老人家的需要禱告一定會為家人和身邊老人家的需要禱告。。。。    

去年年中去年年中去年年中去年年中，，，，從吳牧師口中得悉鍾婆婆患了三期肺癌從吳牧師口中得悉鍾婆婆患了三期肺癌從吳牧師口中得悉鍾婆婆患了三期肺癌從吳牧師口中得悉鍾婆婆患了三期肺癌，，，，那時我感到很憂慮和不知所措那時我感到很憂慮和不知所措那時我感到很憂慮和不知所措那時我感到很憂慮和不知所措，，，，因因因因

為我並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安慰她為我並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安慰她為我並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安慰她為我並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安慰她。。。。人在面對死亡的時候人在面對死亡的時候人在面對死亡的時候人在面對死亡的時候，，，，不多不少都會感到害怕和對人世的不多不少都會感到害怕和對人世的不多不少都會感到害怕和對人世的不多不少都會感到害怕和對人世的

事物有所眷念事物有所眷念事物有所眷念事物有所眷念。。。。誰知誰知誰知誰知鍾婆婆鍾婆婆鍾婆婆鍾婆婆不但沒有一點的埋怨不但沒有一點的埋怨不但沒有一點的埋怨不但沒有一點的埋怨，，，，還說還說還說還說：「：「：「：「主已經給我多活三十年了主已經給我多活三十年了主已經給我多活三十年了主已經給我多活三十年了」」」」原來她原來她原來她原來她

在三十年前也曾患乳在三十年前也曾患乳在三十年前也曾患乳在三十年前也曾患乳腺腺腺腺癌癌癌癌。。。。她雖身患危疾她雖身患危疾她雖身患危疾她雖身患危疾，，，，但仍是感恩但仍是感恩但仍是感恩但仍是感恩，，，，並不怨天尤人並不怨天尤人並不怨天尤人並不怨天尤人，，，，這份樂天和順服上這份樂天和順服上這份樂天和順服上這份樂天和順服上

帝的帝的帝的帝的心和行動心和行動心和行動心和行動是很值我們學習的是很值我們學習的是很值我們學習的是很值我們學習的。。。。    

在接受在接受在接受在接受電療期間電療期間電療期間電療期間，，，，即使她身心都受盡了煎熬即使她身心都受盡了煎熬即使她身心都受盡了煎熬即使她身心都受盡了煎熬，，，，但仍不阻但仍不阻但仍不阻但仍不阻礙礙礙礙她周日堅決回到沐恩堂崇拜之她周日堅決回到沐恩堂崇拜之她周日堅決回到沐恩堂崇拜之她周日堅決回到沐恩堂崇拜之

心心心心。。。。每次看到她拖著疲弱的身軀回來崇拜每次看到她拖著疲弱的身軀回來崇拜每次看到她拖著疲弱的身軀回來崇拜每次看到她拖著疲弱的身軀回來崇拜，，，，沒有因患病而躱懶沒有因患病而躱懶沒有因患病而躱懶沒有因患病而躱懶，，，，這已叫我們這些經常為自己這已叫我們這些經常為自己這已叫我們這些經常為自己這已叫我們這些經常為自己

找藉口遲到或缺席的人感到羞愧找藉口遲到或缺席的人感到羞愧找藉口遲到或缺席的人感到羞愧找藉口遲到或缺席的人感到羞愧。。。。    

據我認識的據我認識的據我認識的據我認識的鍾婆婆鍾婆婆鍾婆婆鍾婆婆，，，，家境也算不上富裕家境也算不上富裕家境也算不上富裕家境也算不上富裕，，，，但她總曉得凡事謝恩但她總曉得凡事謝恩但她總曉得凡事謝恩但她總曉得凡事謝恩。。。。還記得她常常掛在口邊還記得她常常掛在口邊還記得她常常掛在口邊還記得她常常掛在口邊

的一句話的一句話的一句話的一句話::::「「「「比上不足比上不足比上不足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比下有餘比下有餘比下有餘。」。」。」。」，，，，她對感恩捐的堅持也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她對感恩捐的堅持也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她對感恩捐的堅持也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她對感恩捐的堅持也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從牧師口中從牧師口中從牧師口中從牧師口中

得悉得悉得悉得悉，，，，即使是在即使是在即使是在即使是在患病患病患病患病末期末期末期末期，，，，她也沒忘記凡事謝恩她也沒忘記凡事謝恩她也沒忘記凡事謝恩她也沒忘記凡事謝恩，，，，每月也把感恩捐交給牧者代勞每月也把感恩捐交給牧者代勞每月也把感恩捐交給牧者代勞每月也把感恩捐交給牧者代勞。。。。    

鍾婆婆已經到了上帝的懷裡鍾婆婆已經到了上帝的懷裡鍾婆婆已經到了上帝的懷裡鍾婆婆已經到了上帝的懷裡，，，，她的順服她的順服她的順服她的順服，，，，堅持堅持堅持堅持，，，，以及在患難中以及在患難中以及在患難中以及在患難中對上帝的對上帝的對上帝的對上帝的倚靠和謝恩倚靠和謝恩倚靠和謝恩倚靠和謝恩，，，，是是是是

我們應該學習的我們應該學習的我們應該學習的我們應該學習的。。。。多練習多練習多練習多練習寫作寫作寫作寫作能能能能使人成為作家使人成為作家使人成為作家使人成為作家，，，，同樣地同樣地同樣地同樣地，，，，學會多接觸學會多接觸學會多接觸學會多接觸，，，，多依靠多依靠多依靠多依靠上帝上帝上帝上帝才能成為才能成為才能成為才能成為

更好的信徒更好的信徒更好的信徒更好的信徒，，，，願彼此共勉願彼此共勉願彼此共勉願彼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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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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 6666 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 116116116116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87878787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9292929 人人人人；；；；領餐者領餐者領餐者領餐者 101101101101 人人人人，，，，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4747474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7272727 人人人人。。。。    

2.2.2.2. 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6666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舉行之日舉行之日舉行之日舉行之「「「「尋找尋找尋找尋找堂堂堂堂會核心價值會核心價值會核心價值會核心價值」」」」講座有講座有講座有講座有 36363636 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肢體對何謂教會的核肢體對何謂教會的核肢體對何謂教會的核肢體對何謂教會的核

心價值有了初步的了解心價值有了初步的了解心價值有了初步的了解心價值有了初步的了解，，，，本堂將於稍後再進深探討這課題本堂將於稍後再進深探討這課題本堂將於稍後再進深探討這課題本堂將於稍後再進深探討這課題，，，，亦盼望多些肢體能參與亦盼望多些肢體能參與亦盼望多些肢體能參與亦盼望多些肢體能參與。。。。    

3.3.3.3. 6666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之影音佈道會有三位朋友決志日之影音佈道會有三位朋友決志日之影音佈道會有三位朋友決志日之影音佈道會有三位朋友決志，，，，而而而而 7777 月月月月 2222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7777 月月月月 4444 日之信小福音營亦有日之信小福音營亦有日之信小福音營亦有日之信小福音營亦有 42424242

位學生決志位學生決志位學生決志位學生決志，，，，傳栽部將跟進這批決志者之初信栽培傳栽部將跟進這批決志者之初信栽培傳栽部將跟進這批決志者之初信栽培傳栽部將跟進這批決志者之初信栽培。。。。    

4.4.4.4. 7777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7777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為本堂舉辦之暑期進寶班日為本堂舉辦之暑期進寶班日為本堂舉辦之暑期進寶班日為本堂舉辦之暑期進寶班((((聖經班聖經班聖經班聖經班))))，，，，7777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之戶外活動將聯同日之戶外活動將聯同日之戶外活動將聯同日之戶外活動將聯同

信小之家長小組成員一起假粉嶺浸會園舉行信小之家長小組成員一起假粉嶺浸會園舉行信小之家長小組成員一起假粉嶺浸會園舉行信小之家長小組成員一起假粉嶺浸會園舉行，，，，現仍有現仍有現仍有現仍有少少少少量名額量名額量名額量名額，，，，歡迎肢體報名參加歡迎肢體報名參加歡迎肢體報名參加歡迎肢體報名參加。。。。    

5.5.5.5. 本堂團契部將於本堂團契部將於本堂團契部將於本堂團契部將於 7777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7777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假西貢灣仔半島舉行大露營日假西貢灣仔半島舉行大露營日假西貢灣仔半島舉行大露營日假西貢灣仔半島舉行大露營，，，，歡迎中一歡迎中一歡迎中一歡迎中一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之之之之

肢體及團友參加肢體及團友參加肢體及團友參加肢體及團友參加，，，，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00$100$100$100，，，，請向何俊威執事查詢請向何俊威執事查詢請向何俊威執事查詢請向何俊威執事查詢。。。。    

6.6.6.6.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2008200820082008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之常務委員會於年度之常務委員會於年度之常務委員會於年度之常務委員會於 5555 月月月月 1111 日選出九位成員擔任未來三年部長的工日選出九位成員擔任未來三年部長的工日選出九位成員擔任未來三年部長的工日選出九位成員擔任未來三年部長的工

作作作作。。。。分別為傳道牧養部分別為傳道牧養部分別為傳道牧養部分別為傳道牧養部：：：：李廣生牧師李廣生牧師李廣生牧師李廣生牧師、、、、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葉青華牧師葉青華牧師葉青華牧師葉青華牧師、、、、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卜莎卜莎卜莎卜莎

崙牧師崙牧師崙牧師崙牧師、、、、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梁美英牧師梁美英牧師梁美英牧師梁美英牧師、、、、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楊有志牧師楊有志牧師楊有志牧師楊有志牧師、、、、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蘇明波弟蘇明波弟蘇明波弟蘇明波弟

兄兄兄兄、、、、社會社會社會社會服務部服務部服務部服務部：：：：周兆真牧師周兆真牧師周兆真牧師周兆真牧師、、、、大眾傳播部大眾傳播部大眾傳播部大眾傳播部：：：：曹瑞雲牧師曹瑞雲牧師曹瑞雲牧師曹瑞雲牧師、、、、經濟受託部經濟受託部經濟受託部經濟受託部：：：：姚兆鋒弟兄姚兆鋒弟兄姚兆鋒弟兄姚兆鋒弟兄、、、、

人事策劃部人事策劃部人事策劃部人事策劃部：：：：朱炳強牧師朱炳強牧師朱炳強牧師朱炳強牧師。。。。    

7.7.7.7. 第第第第 80808080 屆之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將於屆之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將於屆之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將於屆之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將於 8888 月月月月 111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8888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假城浸舉行日假城浸舉行日假城浸舉行日假城浸舉行，，，，歡迎肢體預留時間歡迎肢體預留時間歡迎肢體預留時間歡迎肢體預留時間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1.1.1. 鄧松明伯伯於鄧松明伯伯於鄧松明伯伯於鄧松明伯伯於 6666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安息禮拜安息禮拜安息禮拜已已已已於於於於 6666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求主安慰鄧太一家求主安慰鄧太一家求主安慰鄧太一家求主安慰鄧太一家。。。。    

2.2.2.2. 鍾淑珍婆婆於鍾淑珍婆婆於鍾淑珍婆婆於鍾淑珍婆婆於 6666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亦安息禮拜亦安息禮拜亦安息禮拜亦已已已已於於於於 7777 月月月月 2222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求主安撫鍾婆婆家求主安撫鍾婆婆家求主安撫鍾婆婆家求主安撫鍾婆婆家

人人人人。。。。    

3.3.3.3. 李敏儀姊妹之母親病發入住沙田醫院李敏儀姊妹之母親病發入住沙田醫院李敏儀姊妹之母親病發入住沙田醫院李敏儀姊妹之母親病發入住沙田醫院，，，，請記念及代禱請記念及代禱請記念及代禱請記念及代禱。。。。    

4.4.4.4. 吳煒君弟兄之母親已出院吳煒君弟兄之母親已出院吳煒君弟兄之母親已出院吳煒君弟兄之母親已出院，，，，並在家調理並在家調理並在家調理並在家調理，，，，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5.5.5.5. 黃仙婆婆身體不適黃仙婆婆身體不適黃仙婆婆身體不適黃仙婆婆身體不適，，，，曾入住醫院曾入住醫院曾入住醫院曾入住醫院，，，，現現現現已已已已出院在家休養出院在家休養出院在家休養出院在家休養。。。。    

6.6.6.6. 李以勒小弟弟曾李以勒小弟弟曾李以勒小弟弟曾李以勒小弟弟曾從床上跌倒從床上跌倒從床上跌倒從床上跌倒，，，，左邊之頭骨有左邊之頭骨有左邊之頭骨有左邊之頭骨有 4444 厘米裂痕厘米裂痕厘米裂痕厘米裂痕，，，，經觀察及診治後經觀察及診治後經觀察及診治後經觀察及診治後已已已已無大礙無大礙無大礙無大礙。。。。    

7.7.7.7. 譚淑婷姊妹譚淑婷姊妹譚淑婷姊妹譚淑婷姊妹已已已已進行化療進行化療進行化療進行化療，，，，請記念其身體狀況及化療後之副作用請記念其身體狀況及化療後之副作用請記念其身體狀況及化療後之副作用請記念其身體狀況及化療後之副作用，，，，求主賜健康體魄求主賜健康體魄求主賜健康體魄求主賜健康體魄。。。。    

8.8.8.8. 黃詠琪姊妹及鄭賦然弟兄將分別於七月及八月參加由本會海宣部舉辦之泰國黃詠琪姊妹及鄭賦然弟兄將分別於七月及八月參加由本會海宣部舉辦之泰國黃詠琪姊妹及鄭賦然弟兄將分別於七月及八月參加由本會海宣部舉辦之泰國黃詠琪姊妹及鄭賦然弟兄將分別於七月及八月參加由本會海宣部舉辦之泰國、、、、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

短宣短宣短宣短宣，，，，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9.9.9.9. 周于琴姊妹將於八月份離開現時工作崗位周于琴姊妹將於八月份離開現時工作崗位周于琴姊妹將於八月份離開現時工作崗位周于琴姊妹將於八月份離開現時工作崗位，，，，全時間接受訓練全時間接受訓練全時間接受訓練全時間接受訓練，，，，預備柬埔寨的宣教事奉預備柬埔寨的宣教事奉預備柬埔寨的宣教事奉預備柬埔寨的宣教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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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    

1.1.1.1. 為為為為佈道會及福音營後決志者之初信栽培代禱佈道會及福音營後決志者之初信栽培代禱佈道會及福音營後決志者之初信栽培代禱佈道會及福音營後決志者之初信栽培代禱，，，，求上帝求上帝求上帝求上帝激激激激勵眾肢體勵眾肢體勵眾肢體勵眾肢體，，，，願參與栽培跟進工願參與栽培跟進工願參與栽培跟進工願參與栽培跟進工

作作作作。。。。    

2.2.2.2. 為為為為 7777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7777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參加暑期進寶班之學生及家長禱告日參加暑期進寶班之學生及家長禱告日參加暑期進寶班之學生及家長禱告日參加暑期進寶班之學生及家長禱告，，，，求上帝使用這幾天活動求上帝使用這幾天活動求上帝使用這幾天活動求上帝使用這幾天活動，，，，

讓學生及家長能接觸福音讓學生及家長能接觸福音讓學生及家長能接觸福音讓學生及家長能接觸福音。。。。    

3.3.3.3. 為參與暑期進為參與暑期進為參與暑期進為參與暑期進寶班服事的肢體代禱寶班服事的肢體代禱寶班服事的肢體代禱寶班服事的肢體代禱，，，，求上帝賜他們靈力服事求上帝賜他們靈力服事求上帝賜他們靈力服事求上帝賜他們靈力服事。。。。    

4.4.4.4. 為身體軟弱的肢體及其家人為身體軟弱的肢體及其家人為身體軟弱的肢體及其家人為身體軟弱的肢體及其家人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5.5.5.5. 為為為為 8888 月份在北京舉行的奧運能順利進行月份在北京舉行的奧運能順利進行月份在北京舉行的奧運能順利進行月份在北京舉行的奧運能順利進行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6.6.6.6. 為暑期的各項短宣及活動代禱為暑期的各項短宣及活動代禱為暑期的各項短宣及活動代禱為暑期的各項短宣及活動代禱。。。。    

7.7.7.7. 為黃詠琪姊妹及鄭賦然弟兄之暑期短宣及周于琴姊妹之柬埔寨宣教事奉代禱為黃詠琪姊妹及鄭賦然弟兄之暑期短宣及周于琴姊妹之柬埔寨宣教事奉代禱為黃詠琪姊妹及鄭賦然弟兄之暑期短宣及周于琴姊妹之柬埔寨宣教事奉代禱為黃詠琪姊妹及鄭賦然弟兄之暑期短宣及周于琴姊妹之柬埔寨宣教事奉代禱。。。。    

 

 

2008 年年年年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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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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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20(日日日日) 聖樂營聖樂營聖樂營聖樂營(20/7~22/7)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1(一一一一) 暑期暑期暑期暑期進寶進寶進寶進寶班班班班(21/7~26/7)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21(一一一一) 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21/7~29/7)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 

七七七七

月月月月 

27(日日日日) 野營野營野營野營營會營會營會營會(27/7~28/7)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4(一一一一) 柬埔寨八天短宣體驗團柬埔寨八天短宣體驗團柬埔寨八天短宣體驗團柬埔寨八天短宣體驗團(4-11)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 

5(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 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5(二二二二) 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 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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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四四四四) 組長訓練七組長訓練七組長訓練七組長訓練七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5(一一一一) 常務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30(六六六六) 新界區賣旗日新界區賣旗日新界區賣旗日新界區賣旗日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八八八八

月月月月 

30(六六六六) 武漢襄武漢襄武漢襄武漢襄樊助學探訪團樊助學探訪團樊助學探訪團樊助學探訪團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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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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希希希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 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希希希希 12:11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代禱需要代禱需要代禱需要代禱需要 
1.  有關「影音佈道主日」及「小五福音營」跟進工作 

感謝上帝帶領 3 位朋友及 42 位學生，分別在「影音佈道主日」(26/6)及「小五福音營」(2-4/7)

中決志信主： 

� 求天父堅固他們的信仰，讓主的道在他們的心裡發芽成長 

� 求天父賜本堂教牧智慧，安排合適的跟進工作 

� 求天父預備一群有心志的栽培員配合跟進 

 

2.  黃詠琪姊妹將於21-29/7/2008參與本會海外宣教部舉辦之泰國短宣： 

� 求天父使短宣隊重視禱告及弟兄姊妹的相交，先於事務性的準備 

� 求天父讓詠琪姊妹帶著一顆平安的心出發，相信天父必在最合適的時間為她準備一份最

合適的工作 

 

3.  鄭賦然弟兄將於4-11/8/2008參與本會海外宣教部舉辦之柬埔寨短宣： 

� 求天父為賦然弟兄預備一群願意以奉獻及代禱支持他的弟兄姊妹 

� 因他出發前一晚剛從印尼回港，而第二天清早七時便要到達機場，求天父賜他足夠精神、 

  健康及平安的心前往短宣 

 

4.  周于琴姊妹將於8月份離開現時工作崗位，全時間接受裝備，預備一年的柬埔寨短宣： 

� 求天父讓于琴姊妹有一顆積極而平安的心，等候天父為她準備堂會實習的地方、學柬文

的地方、並所需資金的籌集等 

� 求天父預備合適的柬埔寨同工（一位教牧女同工，及一位翻譯員工），以協助開展事工。 

� 海宣部陳慧玲牧師將於隨同短宣隊同赴金邊物色事工地點，求天父為他們預備，並保守

其行程。 

 

活動邀請活動邀請活動邀請活動邀請 
1. 全教會寶劍練習 

本年 7 月 19 日 (六)，為全教會寶劍練習，快溫習啦！ 

 

2. 由 8 月 2 日起，逢星期六(下午 3:30-4:30)，將舉行為初信者及慕道者而設的「福音研經班」；同時

教會亦召募栽培員，有心志者請向李紹強執事查詢及報名。 

 

3. 請踴躍參與本堂 2008 年背金句運動，24 節金句已上載於教會網頁中(http://aglc.elchk.org.hk)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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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港九培靈研經大會港九培靈研經大會港九培靈研經大會（詳情請參閱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 

日期：1-10/8/08 

地點：九龍城浸信會 

同步轉播：（沙田區）牧職神學院、小瀝源平安福音堂（或請參閱上列網址） 

 

時間及主題 

早堂．研經會 

時間：9:45a.m.-10:50a.m. 

主題：分別、合一與建造（尼希米記 1-6 章） 

午堂．講道會 

時間：11:15a.m.-12:20p.m. 

主題：基督再臨的確據（從彼得後書看末世聖徒） 

晚堂．奮興會 

時間：7:00p.m.-9:00p.m. 

主題：我們需要神蹟？我們需要神蹟！（約翰福音的神蹟） 

 

 

 

 

 

生日快樂  福杯滿溢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1/7 2/7 3/7 4/7 5/7 

6/7 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 7/7 8/7 9/7 10/7 11/7 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 12/7 

13/7 14/7 15/7 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 16/7 17/7 18/7 19/7 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 

20/7 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 21/7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22/7 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 23/7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詹振強詹振強詹振強詹振強 

24/7 廖鳳弟廖鳳弟廖鳳弟廖鳳弟 25/7 26/7*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27/7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劉劉劉劉  枝枝枝枝 

28/7*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 29/7 30/7 31/7 1/8 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 
   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 

2/8 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 

3/8 4/8 5/8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6/8 7/8 8/8 9/8 

10/8 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 11/8*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12/8 13/8 14/8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15/8*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 16/8 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 

17/8 18/8 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 19/8 20/8 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 21/8 22/8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 23/8*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 

24/8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25/8 26/8 27/8 28/8 29/8 30/8 

31/8       

* 兒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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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掌握健康就能掌握人生掌握健康就能掌握人生掌握健康就能掌握人生掌握健康就能掌握人生？？？？回應醫療改革咨詢文件回應醫療改革咨詢文件回應醫療改革咨詢文件回應醫療改革咨詢文件                    戴浩輝監督戴浩輝監督戴浩輝監督戴浩輝監督    

「「「「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求你教導君王照你的公義審判求你教導君王照你的公義審判求你教導君王照你的公義審判求你教導君王照你的公義審判；；；；求你賜給他你的公義求你賜給他你的公義求你賜給他你的公義求你賜給他你的公義。。。。這樣他就會以正義治理這樣他就會以正義治理這樣他就會以正義治理這樣他就會以正義治理

你的子民你的子民你的子民你的子民，，，，以公道對待被壓迫的窮苦人以公道對待被壓迫的窮苦人以公道對待被壓迫的窮苦人以公道對待被壓迫的窮苦人。」。」。」。」((((節錄詩篇七十二節錄詩篇七十二節錄詩篇七十二節錄詩篇七十二 1111----2, 2, 2, 2, 現代中文譯本現代中文譯本現代中文譯本現代中文譯本))))    

起初起初起初起初，，，，我對我對我對我對「「「「醫療改革醫療改革醫療改革醫療改革」」」」這個課題一竅不通這個課題一竅不通這個課題一竅不通這個課題一竅不通，，，，政府在三月發表了題為政府在三月發表了題為政府在三月發表了題為政府在三月發表了題為「「「「掌握健康掌握健康掌握健康掌握健康，，，，掌握人掌握人掌握人掌握人

生生生生」」」」的醫療改革咨詢文件後的醫療改革咨詢文件後的醫療改革咨詢文件後的醫療改革咨詢文件後，，，，我更大惑不解我更大惑不解我更大惑不解我更大惑不解；；；；因為這文件不是強調要改革醫療的現存問題因為這文件不是強調要改革醫療的現存問題因為這文件不是強調要改革醫療的現存問題因為這文件不是強調要改革醫療的現存問題，，，，

而是由於預測將來醫療費用的增加而是由於預測將來醫療費用的增加而是由於預測將來醫療費用的增加而是由於預測將來醫療費用的增加，，，，而提出而提出而提出而提出「「「「融資融資融資融資」」」」的對策的對策的對策的對策。。。。該文件拋出不同的融資方案該文件拋出不同的融資方案該文件拋出不同的融資方案該文件拋出不同的融資方案。。。。

對於保險業對於保險業對於保險業對於保險業、、、、私人醫療組織和相關的行業私人醫療組織和相關的行業私人醫療組織和相關的行業私人醫療組織和相關的行業，，，，這些方案無疑為他們帶來無限商機這些方案無疑為他們帶來無限商機這些方案無疑為他們帶來無限商機這些方案無疑為他們帶來無限商機。。。。這樣一來這樣一來這樣一來這樣一來，，，，

就將原本政府一直承擔的福利就將原本政府一直承擔的福利就將原本政府一直承擔的福利就將原本政府一直承擔的福利，，，，最終變成為巿民個人的責任了最終變成為巿民個人的責任了最終變成為巿民個人的責任了最終變成為巿民個人的責任了。。。。    

當然當然當然當然，，，，政府並沒有表示日後不關注醫療問題政府並沒有表示日後不關注醫療問題政府並沒有表示日後不關注醫療問題政府並沒有表示日後不關注醫療問題。。。。我也相信我也相信我也相信我也相信，，，，那些付不起醫療費用的人那些付不起醫療費用的人那些付不起醫療費用的人那些付不起醫療費用的人，，，，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還是有機制幫助他們的還是有機制幫助他們的還是有機制幫助他們的還是有機制幫助他們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目前這些方案無疑是要求中產以至中下階層均負起用者自付目前這些方案無疑是要求中產以至中下階層均負起用者自付目前這些方案無疑是要求中產以至中下階層均負起用者自付目前這些方案無疑是要求中產以至中下階層均負起用者自付

的責任的責任的責任的責任。。。。表面看來表面看來表面看來表面看來，，，，這似乎是理所當然這似乎是理所當然這似乎是理所當然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然而然而然而然而，，，，若純以公平的角度來看若純以公平的角度來看若純以公平的角度來看若純以公平的角度來看，，，，我會問我會問我會問我會問：：：：中下階層中下階層中下階層中下階層

真的要付起這個沉重的融資擔子真的要付起這個沉重的融資擔子真的要付起這個沉重的融資擔子真的要付起這個沉重的融資擔子？？？？一向以來一向以來一向以來一向以來，「，「，「，「社會財富再分配社會財富再分配社會財富再分配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模式在於政府向人民征收的模式在於政府向人民征收的模式在於政府向人民征收的模式在於政府向人民征收

稅項稅項稅項稅項，，，，然後用於公共事業上然後用於公共事業上然後用於公共事業上然後用於公共事業上（（（（當中包括社福當中包括社福當中包括社福當中包括社福、、、、教育和醫療等項目教育和醫療等項目教育和醫療等項目教育和醫療等項目）。）。）。）。然而然而然而然而，，，，當香港基於低稅制當香港基於低稅制當香港基於低稅制當香港基於低稅制

度而成為繁榮的大都會的同時度而成為繁榮的大都會的同時度而成為繁榮的大都會的同時度而成為繁榮的大都會的同時，，，，卻又是在世界中貧富最懸殊的城市之一卻又是在世界中貧富最懸殊的城市之一卻又是在世界中貧富最懸殊的城市之一卻又是在世界中貧富最懸殊的城市之一。。。。    

遇上經濟不景之時遇上經濟不景之時遇上經濟不景之時遇上經濟不景之時，，，，窮人首當其衝窮人首當其衝窮人首當其衝窮人首當其衝；；；；好景時好景時好景時好景時，，，，卻又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卻又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卻又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卻又沒有得到什麼好處。。。。自九七回歸以來自九七回歸以來自九七回歸以來自九七回歸以來，，，，

香港面對全球化的壓力香港面對全球化的壓力香港面對全球化的壓力香港面對全球化的壓力，，，，加上奉行經濟自由主義的方向加上奉行經濟自由主義的方向加上奉行經濟自由主義的方向加上奉行經濟自由主義的方向，，，，本來是社會穩定因素的中產階層本來是社會穩定因素的中產階層本來是社會穩定因素的中產階層本來是社會穩定因素的中產階層，，，，

漸漸地漸漸地漸漸地漸漸地，，，，他們經濟穩定的力量也被蠶食鯨吞他們經濟穩定的力量也被蠶食鯨吞他們經濟穩定的力量也被蠶食鯨吞他們經濟穩定的力量也被蠶食鯨吞。。。。    

小小小小商店的老板所過的不外是為地產商打工的生活商店的老板所過的不外是為地產商打工的生活商店的老板所過的不外是為地產商打工的生活商店的老板所過的不外是為地產商打工的生活。。。。經濟低迷下經濟低迷下經濟低迷下經濟低迷下，，，，自然沒有生意自然沒有生意自然沒有生意自然沒有生意，，，，守到好景守到好景守到好景守到好景

的日子的日子的日子的日子，，，，也就是加租之時也就是加租之時也就是加租之時也就是加租之時。。。。昔日昔日昔日昔日，，，，他們本來還有租金較低廉的公共屋邨商場可選擇他們本來還有租金較低廉的公共屋邨商場可選擇他們本來還有租金較低廉的公共屋邨商場可選擇他們本來還有租金較低廉的公共屋邨商場可選擇，，，，但奈何但奈何但奈何但奈何

屋邨商場已被上市公司所擁有屋邨商場已被上市公司所擁有屋邨商場已被上市公司所擁有屋邨商場已被上市公司所擁有，，，，成為富有人以錢賺錢的工具成為富有人以錢賺錢的工具成為富有人以錢賺錢的工具成為富有人以錢賺錢的工具。。。。屋邨商場漸漸與私人大型商場屋邨商場漸漸與私人大型商場屋邨商場漸漸與私人大型商場屋邨商場漸漸與私人大型商場

相似相似相似相似，，，，都是連鎖店林立都是連鎖店林立都是連鎖店林立都是連鎖店林立。。。。最後最後最後最後，，，，財富也只集中在一少撮有錢人的口袋裏財富也只集中在一少撮有錢人的口袋裏財富也只集中在一少撮有錢人的口袋裏財富也只集中在一少撮有錢人的口袋裏。。。。    

現在現在現在現在，，，，醫療改革有點兒像屋邨商場私營化的翻版醫療改革有點兒像屋邨商場私營化的翻版醫療改革有點兒像屋邨商場私營化的翻版醫療改革有點兒像屋邨商場私營化的翻版。。。。今天今天今天今天，，，，屋邨商場成為了屋邨商場成為了屋邨商場成為了屋邨商場成為了「「「「領匯領匯領匯領匯」」」」的搖錢的搖錢的搖錢的搖錢

樹樹樹樹；；；；日後日後日後日後，，，，香港的公共醫療事業會否也成為大商賈的囊中物香港的公共醫療事業會否也成為大商賈的囊中物香港的公共醫療事業會否也成為大商賈的囊中物香港的公共醫療事業會否也成為大商賈的囊中物？？？？我們的制度會否成為另一個在我們的制度會否成為另一個在我們的制度會否成為另一個在我們的制度會否成為另一個在

美國以外為人詬病的醫療體制美國以外為人詬病的醫療體制美國以外為人詬病的醫療體制美國以外為人詬病的醫療體制？？？？委實令人擔心委實令人擔心委實令人擔心委實令人擔心。（。（。（。（美國是一美國是一美國是一美國是一直奉行醫療保險制度的國家直奉行醫療保險制度的國家直奉行醫療保險制度的國家直奉行醫療保險制度的國家，，，，在二在二在二在二

零零七年零零七年零零七年零零七年，，，，就發生了一椿悲劇就發生了一椿悲劇就發生了一椿悲劇就發生了一椿悲劇。。。。當年當年當年當年，，，，二月二十八日二月二十八日二月二十八日二月二十八日，，，，晚間新聞報道了一名十二歲的男童死晚間新聞報道了一名十二歲的男童死晚間新聞報道了一名十二歲的男童死晚間新聞報道了一名十二歲的男童死

於細菌感染的新聞於細菌感染的新聞於細菌感染的新聞於細菌感染的新聞。。。。感染從一隻爛牙開始蔓延上腦感染從一隻爛牙開始蔓延上腦感染從一隻爛牙開始蔓延上腦感染從一隻爛牙開始蔓延上腦。。。。若這一隻爛牙能早點拔出若這一隻爛牙能早點拔出若這一隻爛牙能早點拔出若這一隻爛牙能早點拔出，，，，這一個悲劇這一個悲劇這一個悲劇這一個悲劇

本來就可以避免的本來就可以避免的本來就可以避免的本來就可以避免的。。。。但由於這男孩並沒有牙齒保險但由於這男孩並沒有牙齒保險但由於這男孩並沒有牙齒保險但由於這男孩並沒有牙齒保險，，，，爛牙便一直存在爛牙便一直存在爛牙便一直存在爛牙便一直存在。）。）。）。）        

按是次咨詢文件所屬意的按是次咨詢文件所屬意的按是次咨詢文件所屬意的按是次咨詢文件所屬意的，，，，多以買保險的形式來融資多以買保險的形式來融資多以買保險的形式來融資多以買保險的形式來融資。。。。換言之換言之換言之換言之，，，，中下階層人士的負擔將會中下階層人士的負擔將會中下階層人士的負擔將會中下階層人士的負擔將會

百上加斤百上加斤百上加斤百上加斤。。。。其實一個較公平的社會機制是稅收其實一個較公平的社會機制是稅收其實一個較公平的社會機制是稅收其實一個較公平的社會機制是稅收。。。。目前目前目前目前，，，，薪俸稅已有其累進的機制薪俸稅已有其累進的機制薪俸稅已有其累進的機制薪俸稅已有其累進的機制（（（（收入愈高收入愈高收入愈高收入愈高

的的的的，，，，所繳納的稅項也愈高所繳納的稅項也愈高所繳納的稅項也愈高所繳納的稅項也愈高），），），），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加上增加利得稅一兩個百份點加上增加利得稅一兩個百份點加上增加利得稅一兩個百份點加上增加利得稅一兩個百份點，，，，這都可使社會的財富能有這都可使社會的財富能有這都可使社會的財富能有這都可使社會的財富能有

效地再分配效地再分配效地再分配效地再分配。。。。    

醫療改革不論如何醫療改革不論如何醫療改革不論如何醫療改革不論如何，，，，都會涉及融資都會涉及融資都會涉及融資都會涉及融資，，，，對於保險業對於保險業對於保險業對於保險業、、、、藥廠和私家醫療組織都是一大商機藥廠和私家醫療組織都是一大商機藥廠和私家醫療組織都是一大商機藥廠和私家醫療組織都是一大商機。。。。然然然然

而而而而，，，，過往西歐和美國社會多年採用的醫療保險方法過往西歐和美國社會多年採用的醫療保險方法過往西歐和美國社會多年採用的醫療保險方法過往西歐和美國社會多年採用的醫療保險方法，，，，存有諸多弊端存有諸多弊端存有諸多弊端存有諸多弊端；；；；包括長期病患者有被保包括長期病患者有被保包括長期病患者有被保包括長期病患者有被保

險公司區分為高風險人士險公司區分為高風險人士險公司區分為高風險人士險公司區分為高風險人士，，，，而拒絕受保而拒絕受保而拒絕受保而拒絕受保；；；；保險公司規限病人只能用某些功效較低的平價藥物保險公司規限病人只能用某些功效較低的平價藥物保險公司規限病人只能用某些功效較低的平價藥物保險公司規限病人只能用某些功效較低的平價藥物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美國就有一位十七歲的少女因為保險公司拒絕批出肝臟移植手術的費用美國就有一位十七歲的少女因為保險公司拒絕批出肝臟移植手術的費用美國就有一位十七歲的少女因為保險公司拒絕批出肝臟移植手術的費用美國就有一位十七歲的少女因為保險公司拒絕批出肝臟移植手術的費用，，，，而死於肝衰而死於肝衰而死於肝衰而死於肝衰

竭竭竭竭。。。。    



7 

醫療開支隨著人口老化會不斷增加醫療開支隨著人口老化會不斷增加醫療開支隨著人口老化會不斷增加醫療開支隨著人口老化會不斷增加，，，，醫療改革方案也並非無中生有醫療改革方案也並非無中生有醫療改革方案也並非無中生有醫療改革方案也並非無中生有。。。。然而然而然而然而，，，，政府以一些空政府以一些空政府以一些空政府以一些空

洞的方案要求市民六選其一洞的方案要求市民六選其一洞的方案要求市民六選其一洞的方案要求市民六選其一，，，，最終只在於達致最終只在於達致最終只在於達致最終只在於達致「「「「市民支持醫療融資市民支持醫療融資市民支持醫療融資市民支持醫療融資」。」。」。」。這做法只能給人一個這做法只能給人一個這做法只能給人一個這做法只能給人一個「「「「政政政政

府不肯承擔責任府不肯承擔責任府不肯承擔責任府不肯承擔責任」」」」的印象的印象的印象的印象。。。。政府提出醫療開支要由升斗巿民融資政府提出醫療開支要由升斗巿民融資政府提出醫療開支要由升斗巿民融資政府提出醫療開支要由升斗巿民融資，，，，而放棄按公平公義原則去而放棄按公平公義原則去而放棄按公平公義原則去而放棄按公平公義原則去

建立和諧社會建立和諧社會建立和諧社會建立和諧社會。。。。我們怎可以接受一個不公義的改革我們怎可以接受一個不公義的改革我們怎可以接受一個不公義的改革我們怎可以接受一個不公義的改革！！！！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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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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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114 114 114 113 115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24 25 20 21 8 16 

初中級主日學初中級主日學初中級主日學初中級主日學 --- 3 4 3 3 3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12 11 12 12 11 12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18 --- 14 --- --- 66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5 11 11 8 8 9 

彼彼彼彼得團契得團契得團契得團契 2 4 4 5 10 5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4 9 3 4 5 5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16 10 15 16 19 1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 7 --- 6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 --- 21 6 14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34 35 36 37 40 36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4 15 9 13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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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七七七七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八八八八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19/7 26/7 2/8 9/8 16/8 23/8 30/8 

安得烈 
逢星期六 

下午 2:45-4:30 

合團聖經

問答比賽 
講道 

團友分享 4 

好書一本 

生日週

(第三季) 
查經 活動 5 

學習 2 

話劇 

彼得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合團聖經

問答比賽 

聖經班 

日營 

專題：崇拜

禮儀面面

觀 

福音日營 查經 電影週 康體週 

約翰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合團聖經

問答比賽 

聖經班 

日營 
查經 沙灘樂 

靈風堂合

團 

生日週

(7-9 月) 
羽毛球 

提摩太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合團聖經

問答比賽 
營會 

導師訓練

課程 
祈禱會 康體週 查經 

寶劍練習

+飯團 

以諾 
每月第四主日 

下午 12:15 
--- 專題分享 --- --- --- 查經 --- 

雅各 每月聚會兩次 
合團聖經

問答比賽 
小團契 小組 --- --- 小組 --- 

以斯帖 

逢星期三 

早上

10:00-11:00 

坐定定齊

欣賞  

尋道 

你是誰？ 細運會 
參觀 

長者屋 

聖經人物

亞拿尼亞

和撒非喇 

學金句 

齊禱告 

聖經人物

問答 

兒童級 

主日學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暑假暫停 

初中主日學

(中一至中三)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暑假暫停 

長者級 

主日學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暑假暫停 

祈禱會 
逢第一﹑三 

主日崇拜後 

暑期聖經

班啟動及

安排 

--- 

九月教友

大會 ／ 

執事改選 

--- 

青少年戀

愛，性/錢

/玩樂等

陷阱 

--- --- 

註 :「---」表示該週沒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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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七七七七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八八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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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27/7 3/8 10/8 17/8 24/8 31/8 

教會年 

聖靈降臨期 

第十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十一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十二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十三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十四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十五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十六主日 

(綠) 

成人     何俊威 趙仕傑 溫家浩 鄭瑞芬教師 楊寶蓮 李紹強 黃日勝 

領會 

兒童 楊寶蓮 黃鳯玲 黃日勝 合 黃鳯霞 蔡志明 合 

成人 方克信教師 鄭瑞芬教師 方克信教師 吳麗卿牧師 鄭瑞芬教師 方承方牧師 肢體 

講員 

兒童 吳麗卿牧師 吳麗卿牧師 戴師母 合 方克信教師 戴師母 見証主日(合) 

讀經 連珮瑩 廖淑卿 趙仕傑 林國豪 李紹強 黃德康 單志榮 

經文 

賽 44:6-8 

羅 8:12-25 

太 13:24-30， 

36-43 

王上 3:5-12 

羅 8:26-39 

太 13:31-33， 

44-52 

賽 55:1-5 

羅 9:1-15 

太 14:13-21 

王上 19:9-18 

羅 10:5-15 

太 14:22-33 

賽 56:1,6-8 

羅 11:1-2 上， 

29-32 
太 15:(10-20)，

21-28 

賽 51:1-6 

羅 12:1-8 

太 16:13-20 

耶 15:15-21 

羅 12:9-21 

太 16:21-28 

成人 李恩諾 王中真 廖淑卿 黃碧瑤 黃佩珍 王中真 李恩蓓 

司琴      

兒童 趙沛晴 趙沛陽 譚佩珠 --- 趙沛晴 趙沛陽 --- 

成人 
黃碧瑤 

盧韻怡 

黃佩珍 

李美蓮 

何俊威 

李慈英 

李志雄 

李淑真 

何靖筠 

周于琴 

歐美蓮 

何慧華 

趙沛晴 

梁希桐 司獻 

兒童 梁希瑤 李以諾 黎彦彤 --- 姚善聆 何芷筠 --- 

招待 曾偉倫 梁希桐 劉健鋒 林子堅 梁笑琼 劉珠 胡礎雯 

接待小組 
君德、賦仔、

Winky 

之之、貝如、

志雄 

珊、志雄、

敏儀 

貝如、Lynn、君

德 

之之、Joan、

Winky 

志雄、賦仔、

珊 

君德、之之、

敏儀 

詩歌 
45，435， 

362，550 

10，66， 

446，524 

213,332, 

379,227 

齊來頌讚,晚禱 

542,370,361, 

265,488 

12,434, 

待定,518 
63,425, 

415,505 

23,243, 

403,500 

插花 彭雅頌 梁笑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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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 林國豪 --- 吳牧師 --- 方偉儉 --- --- 

司事執事：蔡志明(七月) 、 彭雅頌(八月) 

音響小組：范振毅(七月) 、 范振毅(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