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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的回顧事奉的回顧事奉的回顧事奉的回顧 彭雅頌姊妹彭雅頌姊妹彭雅頌姊妹彭雅頌姊妹 

(主日學部執事主日學部執事主日學部執事主日學部執事) 

轉眼間三年的執事事奉快將完結了，自己亦要暫別主日學 6 年教師生涯，感覺時間過

得真快，亦很感謝上帝在這多年來的帶領及賜福。 

曾經有姊妹問我在這三年執事事奉當中，最大的得著是否擁有上帝的祝福及賜予，

因祂給了我一個家及地上的產業，但我說我最大得著是得到上帝的同行及帶領，特別在

我經歷事奉低潮(因教師及人手永遠不足夠)及心靈枯乾之時，上帝藉著祂的說話鼓勵我，

又時常為我開路，預備各樣的條件去繼續主日學部的工作，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及憐憫，

因祂知道我的不足及欠缺。 

回想起我在教會事奉是由主日學教師開始，那時是林師母邀請我當助教的。記得我

第一句回應就是:「我什麼也不懂得，可以做得來嗎?」林師母即時回答說:「沒有人一出世

就曉得所有事情，總要學習成長，你亦可以放心，因為我會帶領你的。」就這樣，我開

始了主日學教師事奉了。因有師母的幫助，我慢慢地由助教開始成為教師，經驗一點一

滴累積起來，直到現在仍然在主日學裏事奉。 

一直在主日學裏事奉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我專心，單一事奉

及學習。要堅持服事所事奉的對象，不要因自己的喜惡、生活的轉變而隨便放棄或轉換

事奉崗位；要學習尋求、了解及順服上帝的旨意。因此是上帝引領着我事奉的道路，叫

我成長、喜樂、平安及得力。 

在三年執事事奉當中，我最感恩的事是上帝預備了一個同心合意的團隊、一個機會

叫我們服事祂所愛的禾信學校學生。雖然他們有些同學行為頗頑劣，但看到我們一班熱

心的教師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態度，將福音傳給他們的時候，他們生命的改變令我感受福

音的大能，更令我讚嘆上帝的奇妙作為。我們所付出的很微少，所得的卻超乎我們想像。

事奉人員不單是一個給予者，一味地付出時間、奉獻自己，事奉人員更是一個獲益者。

當你服事上帝時，上帝賜給的福氣是你難以想像，叫你福澤綿綿的。 

若你現在還沒有經歷上帝的同在及帶領，誠意邀請你為教會出一分力，擔當事奉工

作，讓上帝介入你的生命，作你的主，賜福予你。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予我們的主上帝。阿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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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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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0110110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82828282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8282828 人人人人；；；；領餐者領餐者領餐者領餐者 97979797 人人人人，，，，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6767676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1212121 人人人人。。。。    

2. 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已於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已於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已於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已於 9999 月月月月 7777 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除有教牧及各部半年工作報除有教牧及各部半年工作報除有教牧及各部半年工作報除有教牧及各部半年工作報

告外告外告外告外，，，，亦選出下屈執事亦選出下屈執事亦選出下屈執事亦選出下屈執事，，，，分別有温家浩弟兄及趙仕傑弟兄分別有温家浩弟兄及趙仕傑弟兄分別有温家浩弟兄及趙仕傑弟兄分別有温家浩弟兄及趙仕傑弟兄，，，，求上帝繼續加能賜力給求上帝繼續加能賜力給求上帝繼續加能賜力給求上帝繼續加能賜力給

執事團隊執事團隊執事團隊執事團隊。。。。    

3. 本堂之主日學將於本堂之主日學將於本堂之主日學將於本堂之主日學將於 9999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歡迎小歡迎小歡迎小歡迎小一至中三學生參加一至中三學生參加一至中三學生參加一至中三學生參加，，，，主日學亦急招募導主日學亦急招募導主日學亦急招募導主日學亦急招募導

師人手師人手師人手師人手，，，，請與彭雅頌姊妹或吳牧師聯絡請與彭雅頌姊妹或吳牧師聯絡請與彭雅頌姊妹或吳牧師聯絡請與彭雅頌姊妹或吳牧師聯絡。。。。    

4. 學道班將於十月至十二月初開班學道班將於十月至十二月初開班學道班將於十月至十二月初開班學道班將於十月至十二月初開班，，，，歡迎所有對信仰有興趣及預備接受洗禮肢體參歡迎所有對信仰有興趣及預備接受洗禮肢體參歡迎所有對信仰有興趣及預備接受洗禮肢體參歡迎所有對信仰有興趣及預備接受洗禮肢體參

加加加加，，，，請與吳牧師聯絡請與吳牧師聯絡請與吳牧師聯絡請與吳牧師聯絡。。。。    

5. 信義宗神學院延伸課程部主辦信義宗神學院延伸課程部主辦信義宗神學院延伸課程部主辦信義宗神學院延伸課程部主辦，，，，本會信徒培育部屬下聖樂禮儀工作小組協辦之本會信徒培育部屬下聖樂禮儀工作小組協辦之本會信徒培育部屬下聖樂禮儀工作小組協辦之本會信徒培育部屬下聖樂禮儀工作小組協辦之「「「「創創創創

意的崇拜意的崇拜意的崇拜意的崇拜：：：：教會年的插花藝術教會年的插花藝術教會年的插花藝術教會年的插花藝術」」」」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2121212 月月月月 2222 日逢星期二晚上日逢星期二晚上日逢星期二晚上日逢星期二晚上

7:00~9:007:00~9:007:00~9:007:00~9:00 假信義樓五樓舉行假信義樓五樓舉行假信義樓五樓舉行假信義樓五樓舉行。。。。費用費用費用費用$520($520($520($520(未包括材料費未包括材料費未包括材料費未包括材料費))))，，，，歡迎肢體報名學習歡迎肢體報名學習歡迎肢體報名學習歡迎肢體報名學習。。。。    

6. 本會海宣部將於本會海宣部將於本會海宣部將於本會海宣部將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舉行第二屆差傳節慶暨部會日舉行第二屆差傳節慶暨部會日舉行第二屆差傳節慶暨部會日舉行第二屆差傳節慶暨部會 15151515 週年感恩聚會週年感恩聚會週年感恩聚會週年感恩聚會，，，，假信義假信義假信義假信義

會真理堂會真理堂會真理堂會真理堂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時間為時間為時間為時間為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30~5:002:30~5:002:30~5:002:30~5:00，，，，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    

7. 信義會詩班招收新詩班員信義會詩班招收新詩班員信義會詩班招收新詩班員信義會詩班招收新詩班員，，，，有興趣者請向廖淑卿姊妹查詢有興趣者請向廖淑卿姊妹查詢有興趣者請向廖淑卿姊妹查詢有興趣者請向廖淑卿姊妹查詢。。。。    

8. 信義會芬蘭差信義會芬蘭差信義會芬蘭差信義會芬蘭差會靈愛旦家灣中心將於會靈愛旦家灣中心將於會靈愛旦家灣中心將於會靈愛旦家灣中心將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下午二時開幕下午二時開幕下午二時開幕下午二時開幕，，，，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

詳情請向吳牧師查詢詳情請向吳牧師查詢詳情請向吳牧師查詢詳情請向吳牧師查詢。。。。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黎英婆婆已經轉往大埔醫院療養及進行物理治療黎英婆婆已經轉往大埔醫院療養及進行物理治療黎英婆婆已經轉往大埔醫院療養及進行物理治療黎英婆婆已經轉往大埔醫院療養及進行物理治療，，，，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2. 黃佩珍姊妹已於黃佩珍姊妹已於黃佩珍姊妹已於黃佩珍姊妹已於 8888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接受割除腫瘤手術日接受割除腫瘤手術日接受割除腫瘤手術日接受割除腫瘤手術，，，，現在家休養現在家休養現在家休養現在家休養，，，，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3. 周于琴姊妹已於九月份起在本會海宣部事奉周于琴姊妹已於九月份起在本會海宣部事奉周于琴姊妹已於九月份起在本會海宣部事奉周于琴姊妹已於九月份起在本會海宣部事奉，，，，並將於十月前往澳門接受跨文化訓並將於十月前往澳門接受跨文化訓並將於十月前往澳門接受跨文化訓並將於十月前往澳門接受跨文化訓

練練練練。。。。    

4. 何瑩伯伯於何瑩伯伯於何瑩伯伯於何瑩伯伯於 8888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 9999 月月月月 6666 日舉日舉日舉日舉行行行行，，，，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    

5. 梁美儀姊妹在北京參加殘奧運動梁美儀姊妹在北京參加殘奧運動梁美儀姊妹在北京參加殘奧運動梁美儀姊妹在北京參加殘奧運動，，，，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6. 譚志雄弟兄於信義宗神學譚志雄弟兄於信義宗神學譚志雄弟兄於信義宗神學譚志雄弟兄於信義宗神學院院院院修讀信徒與神學証書課程修讀信徒與神學証書課程修讀信徒與神學証書課程修讀信徒與神學証書課程，，，，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7. 羅美娟姊妹懷孕後期發現糖尿指數偏羅美娟姊妹懷孕後期發現糖尿指數偏羅美娟姊妹懷孕後期發現糖尿指數偏羅美娟姊妹懷孕後期發現糖尿指數偏高高高高，，，，請記念姊妹與孩子健康狀況請記念姊妹與孩子健康狀況請記念姊妹與孩子健康狀況請記念姊妹與孩子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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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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懷孕肢體為懷孕肢體為懷孕肢體為懷孕肢體：：：：羅美娟姊妹羅美娟姊妹羅美娟姊妹羅美娟姊妹，，，，彭雅頌姊妹彭雅頌姊妹彭雅頌姊妹彭雅頌姊妹。。。。    

2. 為下屆新任執事的服事與適應為下屆新任執事的服事與適應為下屆新任執事的服事與適應為下屆新任執事的服事與適應。。。。    

3. 為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禱告為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禱告為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禱告為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禱告。。。。    

4. 為本堂聖工的發展與方向代禱為本堂聖工的發展與方向代禱為本堂聖工的發展與方向代禱為本堂聖工的發展與方向代禱。。。。    

5. 為身體及心靈疲乏軟弱肢體代禱為身體及心靈疲乏軟弱肢體代禱為身體及心靈疲乏軟弱肢體代禱為身體及心靈疲乏軟弱肢體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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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1/9 2/9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3/9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4/9 5/9 6/9 

7/9 8/9 林翠蘭林翠蘭林翠蘭林翠蘭 9/9 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 10/9 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             

    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 

11/9 12/9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13/9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14/9 15/9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16/9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17/9 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 18/9 19/9 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 20/9 

21/9 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 

    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 

22/9 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 

    吳煒君吳煒君吳煒君吳煒君 

23/9 24/9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 

    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 

25/9 26/9 27/9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28/9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 

   *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 

29/9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30/9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1/10 2/10 3/10 4/10 *譚志輝譚志輝譚志輝譚志輝 

5/10 6/10 黎美君黎美君黎美君黎美君 7/10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8/10 9/10 10/10 11/10 

12/10 13/10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14/10 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 15/10 16/10 17/10 18/10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19/10 20/10 21/10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22/10 23/10 吳淑華吳淑華吳淑華吳淑華 24/10 25/10 

26/10 27/10 28/10 29/10 30/10 楊玲弟楊玲弟楊玲弟楊玲弟 31/10  

* 兒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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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年年年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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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六六六六) 約伯記研讀約伯記研讀約伯記研讀約伯記研讀────────無語問蒼天無語問蒼天無語問蒼天無語問蒼天

（（（（一一一一：：：：導言導言導言導言））））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 

21(日日日日) 按牧典禮按牧典禮按牧典禮按牧典禮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2(一一一一) 信義宗新同工入職訓練信義宗新同工入職訓練信義宗新同工入職訓練信義宗新同工入職訓練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 

23(二二二二) 信議會新同工入職訓練信議會新同工入職訓練信議會新同工入職訓練信議會新同工入職訓練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26(五五五五) 中小學聯校教師日中小學聯校教師日中小學聯校教師日中小學聯校教師日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 

27(六六六六) 約伯記研讀約伯記研讀約伯記研讀約伯記研讀────────無語問蒼天無語問蒼天無語問蒼天無語問蒼天

（（（（二二二二：：：：對話一對話一對話一對話一））））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 

九九九九

月月月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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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六六六六) 約伯記研讀約伯記研讀約伯記研讀約伯記研讀────────無語問蒼天無語問蒼天無語問蒼天無語問蒼天 

（（（（三三三三：：：：對話二對話二對話二對話二））））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 

5(日日日日) 幼崇導師會幼崇導師會幼崇導師會幼崇導師會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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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7(二二二二) 信義會芬蘭信義會芬蘭信義會芬蘭信義會芬蘭差會旦家灣差會旦家灣差會旦家灣差會旦家灣－－－－靈愛靈愛靈愛靈愛

福音戒毒村新院開幕典禮福音戒毒村新院開幕典禮福音戒毒村新院開幕典禮福音戒毒村新院開幕典禮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信義會芬蘭差會信義會芬蘭差會信義會芬蘭差會信義會芬蘭差會 

9(四四四四) 組長訓練九組長訓練九組長訓練九組長訓練九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青少年部及信徒培育部青少年部及信徒培育部青少年部及信徒培育部青少年部及信徒培育部 

11(六六六六) 約伯記研讀約伯記研讀約伯記研讀約伯記研讀────────無語問蒼天無語問蒼天無語問蒼天無語問蒼天 

（（（（四四四四：：：：上帝的回應上帝的回應上帝的回應上帝的回應））））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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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12(日日日日) 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 15 年暨第二屆差傳節慶年暨第二屆差傳節慶年暨第二屆差傳節慶年暨第二屆差傳節慶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 

14(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傳道及牧養部傳道及牧養部傳道及牧養部傳道及牧養部 

14(二二二二) 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傳道及牧養部傳道及牧養部傳道及牧養部傳道及牧養部 

18(六六六六) 交流分享交流分享交流分享交流分享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19(日日日日) 接待小組集思會接待小組集思會接待小組集思會接待小組集思會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5(六六六六) 信義宗青年宣教信義宗青年宣教信義宗青年宣教信義宗青年宣教大會大會大會大會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香港信義宗聯會香港信義宗聯會香港信義宗聯會香港信義宗聯會 

25(六六六六) 信義宗聯會週年代表大會信義宗聯會週年代表大會信義宗聯會週年代表大會信義宗聯會週年代表大會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香港信義宗聯會香港信義宗聯會香港信義宗聯會香港信義宗聯會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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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月月月月 

31(五五五五) 男仕成長講座男仕成長講座男仕成長講座男仕成長講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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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金句本月金句本月金句本月金句：：：：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271:271:271:27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

強壯的羞愧．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0:2310:2310:2310:23----24242424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無論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代禱邀請代禱邀請代禱邀請代禱邀請 
 

宣教工場宣教工場宣教工場宣教工場 

泰國 

1. 泰國國會將於本周五早上選出新總理，請為泰國政治局勢代禱。 

2. 請為匯恩堂同工 Arjan Joy 之身體不適代禱。 

3. 請為匯恩堂尚欠約 80 萬泰銖之建堂費代禱。 

4. 為宣教士代禱：林姑娘已完成基本泰文課程，將於 16/09 在工場開始服事，求上帝讓她適應及求

聖靈帶領她的服事。亦請記念歐陽姑娘的身心健康。 

 

柬埔寨 

1. 海宣將於當地聘請同工，求主預備（一位女教牧，另一位翻譯員）。 

2. 儲備宣教士「主眷愛」將參與 10 月份舉行之跨文化訓練，求主保守他預備及學習的過程。 

3. 請記念早前柬埔寨與泰國因神廟而發生的爭執，求主讓柬埔寨人及泰國人能和平共處。 

 

斐濟 

1. 請為本年斐濟短宣的服事及參與的肢體祈禱，求主預備合適的肢體參與是次短宣（9-31/12 共 23

天），亦求主賜他們信心及服事的心。 

2. 求主賜予曾國輝宣教士一家有力量及智慧於當地傳福音。 

3. 請為當地福音事工代禱，求上帝差派更多的工人到當地播種、栽種及收割。 

 

海外宣教部 

1. 請記念海宣於 12/10(日)舉行之第二屆差傳節慶暨部會十五週年感恩活動之宣傳、綵排及其他安

排，求主賜智慧及力量予一班籌委及當日參與服事的弟兄姊妹，也讓參與活動的肢體有所領受。 

2. 求主為海宣預備合適的行政助理，早日加入大使命服侍行列。 

3. 請為海宣來年的計劃代禱，求讓海外宣教部更為上帝所用，去服事弟兄姊妹及海外的一群。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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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1. 所有參與了差傳小戰士的肢體請盡快將奉獻及祈禱簿交予周于琴姊妹，稍後將

安排分享會，請留意通知。 

2. 差傳小戰士請填妥差傳節慶邀請信之回條，交予周于琴姊妹。 

 

活動推介活動推介活動推介活動推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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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會海外宣教部舉行之第二屆差傳節慶暨部會 15 週年感恩活動，主題為「方

舟．彩虹．差遣」，活動將於 12/10/2008(日)，下午 2:30-5:00 於信義會真理堂

舉行(油麻地窩打老道 50 號地下)。內容包括攤位遊戲、綜藝表演及典禮，歡迎

同來參與。 

3. 由信義宗聯會舉辦之青年宣教大會，主題為「不同的天空．同一個夢想」。將

於 18/10/2008(六)，下午 2:15-6:15 於信義中學舉行(窩打老道 52 號)。講員為羅

祖澄牧師，費用為$30(9 月 28 日前報名只收$20)，請踴躍參與。 

4. 由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及前線差會合辦之「被遺忘的索馬里」禱告會將於

20/10/2008(一)，晚上 7:30-9:30 於光道浸信會(九龍旺角基隆街 2-16 號華寶大廈

二樓 1-3 室)舉行。如有興趣參與，可致電 2753-7170 向余姊妹報名。 

 

小問答： 

甲、以下哪個機構不是差會? 

i. 香港宣道差會 

ii. 前線差會 

iii. 香港環球福音會 

iv. 時代差會 

乙、以下哪個國家位於非洲呢? 

i. 美索不達美亞 

ii. 馬特加斯加 

iii. 加拉都西亞 

iv. 三藩市 

丙、以下哪個不是關心宣教士的方法呢? 

i. 寄心意咭 

ii. 探望宣教士的家人 

iii. 寄宣教士喜歡的零食 

iv. 祈禱守望 

v. 留意工場情況 

vi. 多看學習關心宣教的書籍 

vii. 以上皆是 

答案： 

1. D 
2. B 
3.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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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生與死生與死生與死生與死 李紹強弟兄李紹強弟兄李紹強弟兄李紹強弟兄 

（（（（傳栽部執事傳栽部執事傳栽部執事傳栽部執事）））） 

當人迎接新生命到臨的時候：開心快樂，讚嘆生命的奇妙，造物主的偉大作為。

而當人年老消逝的時候，常唏噓嘅嘆一聲：一生勞苦愁煩，轉眼成空，如飛而去，

歸回塵土！聖經傳道書第七章中道出：人死的日子勝過人生的日子、、往遭喪的家

去，强如往宴樂的家去、、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家、、聽

智慧人的責備，强如聽遇昧人的歌唱、、遇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遭患難的日子你

當思想…… 

當國家在努力辦平安奧運時，這個八月卻不容易地渡過。今天是八月最後的一

天，真希望能平平安安的渡過。讓我現在與大家分享下今年的八月吧！三週之內進

出寶福紀念三次，去完 2A 又到 2C 再回 2A，兩次打風都在寶福出殯。連荷官都問

我：你是….沐恩堂的教友嗎？近期常常見到你！我說：是是是，你真好記性啊。除

進出寶福外，這個假期又常出入醫院，去完威記下站瑪嘉烈，跑來跑去十分疲累。

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生命與死亡的問題。 

在我生命裏三次親眼見證生命的開始，就是當我三個兒女出世的時候，當第一

口氣吸入開始，血氣運行開始，紅紅生命的血色改變了嬰孩死灰色的身軀，手指腳

指都變成有生命的氣息，呱呱來到了，生命實在太奇妙了！今年亦是我生命裏第一

次親眼見證生命的離去，就是誼父因病死去。當最後一口氣呼出之後，肉身的生命

就完結了，一切都歸於無有，身上的血色也漸漸地流逝，變得蒼白無光。這就是死

亡，肉身的終結！ 

三次喪禮三種不同儀式、三種不同感覺、三種忐忑心情：一種是滅亡、一種是

懐疑、一種是盼望。道教中見滅亡、天主教中見疑惑、基督中見盼望。在中式喪禮

中看了一場精彩表演，但觀眾也分不清是佛教還是道教，其中只見死人送別死人，

如主耶穌所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但下半節主卻吩咐我們：只管去傳揚神

國的道！在天主教禮儀所念的經中，在中保中又多了一個中保馬利亞，叫人不能不

懷疑當中的三一神論。而在偉洪的喪禮中，作為一個祈禱者和主內弟兄，這突然的

事情叫我不斷反復思想，雖然肉身上有傷悲，但深信將來在永恆中必有團聚。在三

次喪禮裏不禁在想：何時主角是我？在殯儀館裏眼見活着的死人送別永遠的死人，

他們會否想想生命的意義呢！怎樣面對死亡呢！我們這些活着的活人當守主的吩

咐：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 

八月最大的感恩是經歷主的眷顧，雖然忙得要命，又三次參加喪禮的經歷。但

收到國內肢體的信，有問安、有守望、有禱告、有喜樂、有安慰、有鼓勵、有支持、、、、

神總不撇棄！盼望大家努力追求、謙卑學習。 

願榮耀頌讚歸於全能上帝！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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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八八八八月月月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份聚會出席統計表份聚會出席統計表份聚會出席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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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二週二週二週二週 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 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週週週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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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110 116 114 116 110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10 --- 13 --- --- 62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0 8 13 11 14 11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6 6 5 2 5 5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7 7 9 7 8 8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18 16 8 21 14 1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7 --- 8 --- 8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8 --- 8 --- 8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 35 41 41 41 40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1 --- 11 11 --- 11 



9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13/9 20/9 27/9 4/10 11/10 18/10 25/10 

安得烈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全教會 

合團   

中秋迎月 

我係度 

做咩? 

PART2 

我係度 

做咩? 

PART3 

戶外週 
試煉?  

試探? 
異性相吸 

心中大疑

問 Q&A 

彼得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全教會 

合團中秋

燭光晚會 

查經 
生日   

福音週 
座談會 愛筵 查經 

有疑難，

話我知

(聖經問

答比賽) 

約翰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全教會 

合團中秋

賞燈會 

時事熱話

討論 
查經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提摩太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全教會 

合團中秋

燭光晚會 

異象分享 導師訓練 職員改選 講道 查經 康體週 

以諾 
每月第四主日 

下午 12:15 

全教會 

合團中秋

賞燈會 

--- 唱 K --- --- --- 查經 

雅各 每月聚會兩次 

全教會 

合團中秋

燭光晚會 

--- 小組 小組 --- --- 健康家庭 

以斯帖 

逢星期三 

早上

10:00-11:00 

八月十五

猜一猜 

坐定定 

齊欣賞 

強人 

生日快樂

(七~九月) 

國慶假期

暫停 

聖經人物

保羅 
你是誰? 

學金句 

齊禱告 

兒童級 

主日學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暑假暫停 開學 新學期 

初中主日學

(中一至中三)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暑假暫停 開學 新學期 

長者級 

主日學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暑假暫停 開學 新學期 

祈禱會 
逢第一﹑三 

主日崇拜後 
--- 

來年執事

之事奉 
--- 

教會來年

計劃 

核心價

值，異象之

探索 

--- 

中、台邁

向民主進

步，貧者

得飽足 

中國現況 

--- 

註 :「---」表示該週沒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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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十十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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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21/9 28/9 5/10 12/10 19/10 28/10 

教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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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二十二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二十三主日 

(綠) 

聖靈降臨期 

第二十四主日 

(綠) 

成人     方克信教師 趙仕傑 温家浩 吳麗卿牧師 鄭瑞芬教師 李紹強 廖淑卿 
領

會 
兒童 --- 彭雅頌 楊寶蓮 --- --- 黃鳯霞 黃日勝 

成人 吳麗卿牧師 張振華牧師 戴師母 林德晧牧師 羅明德先生 鄭瑞芬教師 吳麗卿牧師 
講

員 
兒童 合 吳麗卿牧師 鄭瑞芬教師 合 合 戴師母 方克信教師 

讀經 黎美君 彭采瑜 黃力之 王中真 周貝如 周貝蔚 鄭翠瓊 

經文 

創 50:15-21 

羅 14:1-12 

太 18:21-35 

拿 3:10~4:11 

腓 1:21-30 

太 20:1-16 

結 18:1-4，

25-32 

腓 2:1-13 

太 21:23-32 

賽 5:1-7 

腓 3:4 下-14 

太 21:33-46 

賽 25:1-9 

腓 4:1-9 

太 22:1-14 

賽 45:1-7 

帖前 1:1-10 

太 22:15-22 

利 19:1-2， 

15-18 

帖前 2:1-8 

太 22:34-46 

成人 黃德康 黃碧瑤 黃佩珍 李恩諾 李恩蓓 王中真 黃碧瑤 
司

琴      
兒童 --- 趙沛晴 趙沛陽 --- --- 譚佩珠 趙沛晴 

成人 
周新喜 

羅巧雲 

連珮瑩 

王欣穎 

聶燕萍 

黎美君 

方偉儉 

羅美娟 

梁笑琼 

蔡志明 

范振毅 

彭雅頌 

劉珠 

黃德康 司

獻 

兒童 --- 張靜 梁希瑤 --- --- 李以諾 黎彥彤 

招待 温家浩 劉幼年 林國豪 梁詩雅 冼慧珊 楊寶蓮 彭采瑜 

接待小組 
君德、賦

仔、珊 

Joan、

Lynn、之之 

志雄、敏

儀、Winky 

Joan、君德、

貝如 

貝如、賦仔、

敏儀 

賦仔、Lynn、
Winky 

珊、之之、Joan 

詩歌 

31，356，

427，258，

259，410 

28，316， 

355，296 

44，398， 

433，227 

5,349, 
404,483 

 3，306， 

另附，獻上，

263 

10，425， 

另附，429 

59,245, 
374,484 

插花 黃鳯霞 廖淑卿 

幼童 崇

拜 
--- 鳯玲/淑嫻 鳯玲/淑嫻 淑美/志森 淑美/志森 振雄/詩淇 振雄/詩淇 

祈禱會 --- 吳牧師 ---- 候任主席 --- 鄭賦然 --- 

司事執事：楊寶蓮(九月) 、 李志雄(十月) 

音響小組：李銘生(九月) 、 譚志雄(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