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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執事執事執事執事部副主席部副主席部副主席部副主席) 

這星期你用了多少時間祈禱呢這星期你用了多少時間祈禱呢這星期你用了多少時間祈禱呢這星期你用了多少時間祈禱呢？？？？為甚麼禱告為甚麼禱告為甚麼禱告為甚麼禱告？？？？為自己需要為自己需要為自己需要為自己需要、、、、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困難困難困難困難、、、、

學業學業學業學業、、、、事業或健康禱告事業或健康禱告事業或健康禱告事業或健康禱告？？？？初信主的時候初信主的時候初信主的時候初信主的時候，，，，禱告對我是很重要禱告對我是很重要禱告對我是很重要禱告對我是很重要，，，，是與天父接觸的是與天父接觸的是與天父接觸的是與天父接觸的

一種媒介一種媒介一種媒介一種媒介，，，，禱告也是一種權利禱告也是一種權利禱告也是一種權利禱告也是一種權利，，，，”你們祈求你們祈求你們祈求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就給你們就給你們就給你們…….。。。。” （（（（太太太太 7:7-8），），），），

我更相信祈求我更相信祈求我更相信祈求我更相信祈求就必得著就必得著就必得著就必得著。。。。隨著時間及信仰年月增長隨著時間及信仰年月增長隨著時間及信仰年月增長隨著時間及信仰年月增長，，，，禱告開始成為一種習慣禱告開始成為一種習慣禱告開始成為一種習慣禱告開始成為一種習慣，，，，

有時感有時感有時感有時感疑惑疑惑疑惑疑惑、、、、沒有信心及害怕沒有信心及害怕沒有信心及害怕沒有信心及害怕所所所所祈求祈求祈求祈求的的的的未必成就未必成就未必成就未必成就。。。。很多時很多時很多時很多時我會我會我會我會用報告的形式和用報告的形式和用報告的形式和用報告的形式和

天父交代一日所發生的事天父交代一日所發生的事天父交代一日所發生的事天父交代一日所發生的事，，，，你們的禱告你們的禱告你們的禱告你們的禱告又又又又是怎樣是怎樣是怎樣是怎樣的的的的？？？？讓我分享禱告讓我分享禱告讓我分享禱告讓我分享禱告的的的的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讚美讚美讚美讚美 

-讚美就是將我們的心思和思想集讚美就是將我們的心思和思想集讚美就是將我們的心思和思想集讚美就是將我們的心思和思想集中在神的身上中在神的身上中在神的身上中在神的身上，，，，然後欣賞祂然後欣賞祂然後欣賞祂然後欣賞祂，，，，發出我們從發出我們從發出我們從發出我們從

心底對祂的欣賞和讚美心底對祂的欣賞和讚美心底對祂的欣賞和讚美心底對祂的欣賞和讚美。。。。 

2. 感謝感謝感謝感謝 

-感謝感謝感謝感謝，，，，因為神愛我們因為神愛我們因為神愛我們因為神愛我們，，，，救我們救我們救我們救我們，，，，賜各樣的福氣給我們賜各樣的福氣給我們賜各樣的福氣給我們賜各樣的福氣給我們。。。。我們得了神莫大的我們得了神莫大的我們得了神莫大的我們得了神莫大的

恩典恩典恩典恩典，，，，不要作個忘恩負義的人不要作個忘恩負義的人不要作個忘恩負義的人不要作個忘恩負義的人，，，，我們應當凡事謝恩我們應當凡事謝恩我們應當凡事謝恩我們應當凡事謝恩。。。。 

3. 認罪認罪認罪認罪 

-體會到自己在神面前是多麼的不配體會到自己在神面前是多麼的不配體會到自己在神面前是多麼的不配體會到自己在神面前是多麼的不配，，，，我們的生活是多麼令祂失望我們的生活是多麼令祂失望我們的生活是多麼令祂失望我們的生活是多麼令祂失望，，，，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

認罪認罪認罪認罪。。。。真正認罪是將我們心裏面真正的事情具體說出來真正認罪是將我們心裏面真正的事情具體說出來真正認罪是將我們心裏面真正的事情具體說出來真正認罪是將我們心裏面真正的事情具體說出來。。。。 

4. 代求代求代求代求 

-代禱的範圍是極其廣泛的代禱的範圍是極其廣泛的代禱的範圍是極其廣泛的代禱的範圍是極其廣泛的，，，，為罪人為罪人為罪人為罪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教會教會教會教會、、、、有有有有患患患患病病病病者者者者及世界及世界及世界及世界，，，，

這都是我們禱告的內容這都是我們禱告的內容這都是我們禱告的內容這都是我們禱告的內容。。。。 

5. 祈求祈求祈求祈求 

-最後為自己求最後為自己求最後為自己求最後為自己求，，，，把自己的需要告訴神把自己的需要告訴神把自己的需要告訴神把自己的需要告訴神，，，，神是聽我們禱告的神是聽我們禱告的神是聽我們禱告的神是聽我們禱告的。。。。 

 

你們如何禱告你們如何禱告你們如何禱告你們如何禱告？？？？還是繼續以報告形式禱告呢還是繼續以報告形式禱告呢還是繼續以報告形式禱告呢還是繼續以報告形式禱告呢？？？？你們擺你們擺你們擺你們擺上多少時間禱告上多少時間禱告上多少時間禱告上多少時間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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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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08 年年年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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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86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7 人人人人；；；；領餐者領餐者領餐者領餐者 94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2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2 人人人人。。。。 

2. 本堂學道班已於本堂學道班已於本堂學道班已於本堂學道班已於 10 月月月月 5 日開始上課日開始上課日開始上課日開始上課，，，，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14 人正在學道人正在學道人正在學道人正在學道，，，，當中有當中有當中有當中有 11 位青少年人位青少年人位青少年人位青少年人，，，，

3 位長者位長者位長者位長者，，，，請為他們禱告請為他們禱告請為他們禱告請為他們禱告。。。。 

3. 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11 月月月月 30 日舉行戶外崇拜日舉行戶外崇拜日舉行戶外崇拜日舉行戶外崇拜，，，，地點為塱原濕地農莊地點為塱原濕地農莊地點為塱原濕地農莊地點為塱原濕地農莊，，，，崇拜後有活動時段崇拜後有活動時段崇拜後有活動時段崇拜後有活動時段，，，，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燒烤費用燒烤費用燒烤費用燒烤費用$65，，，，學生燒烤一律學生燒烤一律學生燒烤一律學生燒烤一律$50，，，，自助餐自助餐自助餐自助餐$40(大小同價大小同價大小同價大小同價)，，，，5 歲歲歲歲或或或或以下小童免費以下小童免費以下小童免費以下小童免費，，，，請請請請

參加者向幹事報名及交費參加者向幹事報名及交費參加者向幹事報名及交費參加者向幹事報名及交費。。。。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11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 

4. 本會信徒培育部於本會信徒培育部於本會信徒培育部於本會信徒培育部於 11 月月月月 28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12 月月月月 5 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五晚上五晚上五晚上五晚上 8:00~9:30 於信義樓五樓於信義樓五樓於信義樓五樓於信義樓五樓舉舉舉舉

辦訓練班辦訓練班辦訓練班辦訓練班，，，，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活在上帝話語中活在上帝話語中活在上帝話語中活在上帝話語中」，」，」，」，費用為費用為費用為費用為$50，，，，11 月月月月 17 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 

5. 本會家庭關顧部及婦女團契聯會於本會家庭關顧部及婦女團契聯會於本會家庭關顧部及婦女團契聯會於本會家庭關顧部及婦女團契聯會於 11 月月月月 22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2:00~4:00 假信義中學舉辦感恩假信義中學舉辦感恩假信義中學舉辦感恩假信義中學舉辦感恩

奉獻禮奉獻禮奉獻禮奉獻禮，，，，歡迎肢體出席參與歡迎肢體出席參與歡迎肢體出席參與歡迎肢體出席參與。。。。 

6. 本會道聲出版社將於本會道聲出版社將於本會道聲出版社將於本會道聲出版社將於 2008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2009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4 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聖誕新年感恩聖誕新年感恩聖誕新年感恩聖誕新年感恩」」」」

優惠優惠優惠優惠，，，，歡迎肢體於此段期間前往選購屬靈書籍或精品歡迎肢體於此段期間前往選購屬靈書籍或精品歡迎肢體於此段期間前往選購屬靈書籍或精品歡迎肢體於此段期間前往選購屬靈書籍或精品。。。。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本堂肢體周于琴姊妹已從澳門接受跨文化訓練回港本堂肢體周于琴姊妹已從澳門接受跨文化訓練回港本堂肢體周于琴姊妹已從澳門接受跨文化訓練回港本堂肢體周于琴姊妹已從澳門接受跨文化訓練回港，，，，她將她將她將她將於於於於 12 月月月月 8 日日日日前往柬埔寨前往柬埔寨前往柬埔寨前往柬埔寨

宣教一年宣教一年宣教一年宣教一年，，，，請為于琴出發前的準備請為于琴出發前的準備請為于琴出發前的準備請為于琴出發前的準備、、、、宣教生活宣教生活宣教生活宣教生活的的的的適應適應適應適應、、、、傳福音服事及在港家人代禱傳福音服事及在港家人代禱傳福音服事及在港家人代禱傳福音服事及在港家人代禱。。。。 

2. 梁健華的父梁健華的父梁健華的父梁健華的父親已出院親已出院親已出院親已出院，，，，並在家休養並在家休養並在家休養並在家休養。。。。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淑卿的母親亦已出院淑卿的母親亦已出院淑卿的母親亦已出院淑卿的母親亦已出院，，，，並在家調理並在家調理並在家調理並在家調理。。。。 

3. 盧世傑伉儷於盧世傑伉儷於盧世傑伉儷於盧世傑伉儷於 10 月月月月 16 日喜獲千金日喜獲千金日喜獲千金日喜獲千金，，，，本堂謹恭賀他們榮升父母本堂謹恭賀他們榮升父母本堂謹恭賀他們榮升父母本堂謹恭賀他們榮升父母。。。。 

4. 羅美娟姊妹羅美娟姊妹羅美娟姊妹羅美娟姊妹於於於於 11 月月月月 7 日日日日誕下麟兒誕下麟兒誕下麟兒誕下麟兒,母子平安母子平安母子平安母子平安，，，，本堂謹賀方偉儉一家本堂謹賀方偉儉一家本堂謹賀方偉儉一家本堂謹賀方偉儉一家。。。。 

5. 彭雅頌姊妹的待彭雅頌姊妹的待彭雅頌姊妹的待彭雅頌姊妹的待產產產產期將於期將於期將於期將於 11 月底月底月底月底，，，，請繼續代禱請繼續代禱請繼續代禱請繼續代禱。。。。 

6. 謝玉冰婆婆將於謝玉冰婆婆將於謝玉冰婆婆將於謝玉冰婆婆將於 11 月月月月 11 日入院接受腸鏡檢查日入院接受腸鏡檢查日入院接受腸鏡檢查日入院接受腸鏡檢查，，，，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三三三三.    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 

1. 為周于琴姊妹宣教前的準備及需要代禱為周于琴姊妹宣教前的準備及需要代禱為周于琴姊妹宣教前的準備及需要代禱為周于琴姊妹宣教前的準備及需要代禱，，，，特別為其未信主之母親禱告特別為其未信主之母親禱告特別為其未信主之母親禱告特別為其未信主之母親禱告。。。。 

2. 為本堂來年聖工發展為本堂來年聖工發展為本堂來年聖工發展為本堂來年聖工發展，，，，執事及所有事奉人員禱告執事及所有事奉人員禱告執事及所有事奉人員禱告執事及所有事奉人員禱告。。。。 

3. 為全球金融海嘯為全球金融海嘯為全球金融海嘯為全球金融海嘯、、、、暖化問題暖化問題暖化問題暖化問題、、、、民生需要禱告民生需要禱告民生需要禱告民生需要禱告。。。。 

4. 為美國大選後對全球的影響為美國大選後對全球的影響為美國大選後對全球的影響為美國大選後對全球的影響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5. 為本堂肢體需要為本堂肢體需要為本堂肢體需要為本堂肢體需要：：：：身心身心身心身心靈軟弱疲乏靈軟弱疲乏靈軟弱疲乏靈軟弱疲乏、、、、待產及健康復原肢體等禱告待產及健康復原肢體等禱告待產及健康復原肢體等禱告待產及健康復原肢體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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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年年年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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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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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二二二二) 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8(六六六六) 柬埔寨醫療短宣柬埔寨醫療短宣柬埔寨醫療短宣柬埔寨醫療短宣(8~15)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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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二二二二) 「「「「創意的崇拜創意的崇拜創意的崇拜創意的崇拜：：：：教會年的插花藝教會年的插花藝教會年的插花藝教會年的插花藝

術術術術」」」」課程課程課程課程『『『『11,18,25,2/12(二二二二)』』』』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15(六六六六) 全教會金句背誦比賽全教會金句背誦比賽全教會金句背誦比賽全教會金句背誦比賽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22(六六六六) 婦聯感恩奉獻禮婦聯感恩奉獻禮婦聯感恩奉獻禮婦聯感恩奉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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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日日日) 社會服務週年大會社會服務週年大會社會服務週年大會社會服務週年大會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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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委常委常委常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十十十十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28(五五五五) 信徒培育訓練班信徒培育訓練班信徒培育訓練班信徒培育訓練班────────活在上帝活在上帝活在上帝活在上帝

話語中話語中話語中話語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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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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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五五五五) 信徒培育訓練班信徒培育訓練班信徒培育訓練班信徒培育訓練班────────活在上帝活在上帝活在上帝活在上帝

話語中話語中話語中話語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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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二二二二) 斐濟短宣體驗團斐濟短宣體驗團斐濟短宣體驗團斐濟短宣體驗團(9~31/12)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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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四四四四) 聖誕聯歡活動聖誕聯歡活動聖誕聯歡活動聖誕聯歡活動 會會會會眾眾眾眾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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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委常委常委常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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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金句本月金句本月金句本月金句：：：： 
雅雅雅雅 3:63:63:63:6 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 

雅雅雅雅 5:205:205:205:20    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

遮蓋許多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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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泰國的女性能更保養顧惜上主所賜予她們的身體、尊嚴，並防範感染愛

滋病而祈禱。 

2. 為 Home of Grace 對未婚懷孕的女性的服侍，求上主加添力量。 

3. 為宣教士林穎雯姑娘及歐陽雪玲姑娘祈禱，尤其在學習泰文上，感恩他們

於上次的考試能通過。 

柬埔寨 

1. 記念柬埔寨與泰國兩國能和平共處獻上祈禱。 

2. 求上帝讓更多本會堂會的弟兄姊妹了解柬埔寨事工的開拓情況，同心為柬

國靈魂而努力。 

3. 求上帝為即將成行的周于琴宣教士開出福音之路，叫傳的、受的同蒙造

就。 

斐濟 

1. 感謝主保守並帶領今年工場年會的進行。讓眾同工得著建立和更新，並彼

此同心扶持事奉。 

2. 感謝主賜我們十二位弟兄姊妹參與今年短宣事奉，求主使用他們並為教會

肢體在生活為主作見證祈禱。 

3. 請為今年聖誕福音活動的各項安排禱告，亦為參加者禱告，求主讓他們早

日得著福音。 

4. 繼續為曾國輝牧師家庭（牧師、師母、思允、思惠、思華）的平安、成長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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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3/11（ 四 ）晚 上 七 時 三 十 分 在 信 義 樓 五 樓 舉 行 差 傳 月 禱 會 暨 斐 濟 短 宣 差

遣 禮 ， 歡 迎 齊 來 守 望 。  

2.  23/11（ 主 日 ）下 午 三 時 至 五 時 在 信 義 樓 舉 行 短 宣 跟 進 小 組 六 課，歡 迎 出

席 尋 覓 主 美 旨 。  

3.  7/12 下 午 三 時 本 部 舉 行 海 宣 家 聚 ， 讓 本 部 同 工 、 部 員 組 員 、 短 宣 隊 員 及

事 工 籌 委 一 起 感 恩 。  

4.  現 在 本 部 面 臨 財 政 不 敷 ， 呼 籲 肢 體 感 動 奉 獻 ， 讓 更 多 子 民 早 日 得 著 福

音 ， 支 票 抬 頭 祈 付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 背 面 註 明 海 外宣教部海 外宣教部海 外宣教部海 外宣教部， 願 你

們 信 心 的 呈 獻 得 嚐 上 主 豐 富 的 果 子 。  

 

周于琴短期宣教士代禱消息周于琴短期宣教士代禱消息周于琴短期宣教士代禱消息周于琴短期宣教士代禱消息 

 
親愛的弟兄姊妹親愛的弟兄姊妹親愛的弟兄姊妹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們好嗎你們好嗎你們好嗎你們好嗎？？？？願上帝在我們中間願上帝在我們中間願上帝在我們中間願上帝在我們中間！！！！當寫這封代禱信時當寫這封代禱信時當寫這封代禱信時當寫這封代禱信時，，，，我充滿著感恩的我充滿著感恩的我充滿著感恩的我充滿著感恩的

情情情情，，，，深信你們在禱告中一直在記念我深信你們在禱告中一直在記念我深信你們在禱告中一直在記念我深信你們在禱告中一直在記念我，，，，以至我在過去一個月中以至我在過去一個月中以至我在過去一個月中以至我在過去一個月中，，，，能如此的去能如此的去能如此的去能如此的去

經歷上帝和認識自己經歷上帝和認識自己經歷上帝和認識自己經歷上帝和認識自己，，，，上帝以衪溫暖的愛來愛你和愛我上帝以衪溫暖的愛來愛你和愛我上帝以衪溫暖的愛來愛你和愛我上帝以衪溫暖的愛來愛你和愛我！！！！ 

 

澳門跨文化訓練澳門跨文化訓練澳門跨文化訓練澳門跨文化訓練 

我於剛過去的三個星期到了澳門參加由差聯及澳聖舉行的第二十三屆跨文化職前

訓練，對我來說，這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也是上帝給我很大的禮物！衪藉著導師、隊

員、聖經、歷史，讓我從不同的角度再去了解宣教和差傳。 

 

做對的事情做對的事情做對的事情做對的事情 

我們每天早午晚都需要參與課堂，從宣教的歷史、方法，到個人的召命、身心靈的

需要，都有教導和分享。記得有一天是巡區祈禱，我們最後一站來到了馬禮遜的墳墓，

看到這位傳福音的先軀，一生就是為了把基督的福音帶給中國人。從前我讀中史時，覺

得馬禮遜是很遜的，因為一生才帶到兩個人信主。但今天再去看這位先賢，整個角度都

變了。他的生命是有血有肉的，在不同文化的地方一直的在適應，等待，想盡方法把福

音帶給中國人。從前我是看「他」，但今天我看到「他的心」及「他背後的上帝」。而看

著他的墳墓，便想起人的一生真的很短暫，走上該走的道路上是很重要的。上帝今天還

給我生命時，我是否踏在對的路，奔向天父的懷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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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言喻的重不可言喻的重不可言喻的重不可言喻的重要要要要 

在導師的身上，我們看到甚麼是道成肉身。我們共有 17 位老師教導我們，而其中有

3 位更是三個星期都陪伴我們，而其實我們只有 7 位同學。從他們的分享中，我們明白

到他們對於差傳的重視，不是因為差傳是一個事工這麼簡單，他們每一個都很希望把最

好的給上帝，為上帝的國培育精英，所以不太計較得失，反而希望給予我們最好的土壤

去栽培我們的宣教心。從他們的經歷中，我看到上帝的信實和對世界上不同的人的愛。

感謝為我們預備的上帝，坦白說，我的差傳心志也真的被挑旺了！ 

 

差遣禮差遣禮差遣禮差遣禮 

於 10 月 12 日，教會差我出去了！當我跪在上帝面前，領受監督及教會牧者按手時，

我便帶著上帝給我的使命和能力，並教會給我的支持預備上路了。 

 

人微人微人微人微．．．．上帝愛上帝愛上帝愛上帝愛 

那天其實心中挺緊張的，在開始典禮時，心中有一種很強烈的意念，就是我們真的

欠了未得之民福音的債，我們真的該有更多弟兄姊妹起來去回應上帝的呼召，我很想跟

弟兄姊妹分享這些說話，但又怕自己在分享時說出這些話，只是按自己的意思，對弟兄

姊妹沒有好處。但上帝藉典禮中的一首詩歌使我放輕鬆了，歌詞是「我並不完美，也並

不特別，而你卻是為我捨棄生命的主．．．主你要往哪裡走，我就跟你走」，我也要學

習認識自己並不是完全，我的言語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上帝是為你和我捨生命的

主，上帝自己會帶領每個尋求衪的人。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看到短宣、教會及從前認識的弟兄姊妹及同事聚集在殿中，真的很感恩。原來上帝

放了很多天使在我的身邊。當我晚上坐船回去澳門時，我思想上帝在我身上所作的事。

感謝沐恩堂的肢體為我預備的，感謝柬埔寨醫療短宣隊員寫在天使簿上每一句支持的說

話，真的很感動。感謝曾跟我一同經歷上帝的弟兄姊妹！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

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詩 116:12-13）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1. 為柬埔寨未聽過福音的人為柬埔寨未聽過福音的人為柬埔寨未聽過福音的人為柬埔寨未聽過福音的人，，，，求上帝的福音臨到他們的生命求上帝的福音臨到他們的生命求上帝的福音臨到他們的生命求上帝的福音臨到他們的生命。。。。 

2. 為印度正受迫害的基督徒為印度正受迫害的基督徒為印度正受迫害的基督徒為印度正受迫害的基督徒，，，，求上帝保護他們求上帝保護他們求上帝保護他們求上帝保護他們，，，，也求上帝使迫害基督徒的人回轉也求上帝使迫害基督徒的人回轉也求上帝使迫害基督徒的人回轉也求上帝使迫害基督徒的人回轉。。。。 

3. 求主引領更多信徒回應衪的呼召求主引領更多信徒回應衪的呼召求主引領更多信徒回應衪的呼召求主引領更多信徒回應衪的呼召。。。。 

4. 求主賜陳牧師有力量面對每天的挑戰求主賜陳牧師有力量面對每天的挑戰求主賜陳牧師有力量面對每天的挑戰求主賜陳牧師有力量面對每天的挑戰。。。。 

5. 求主賜我受教的心求主賜我受教的心求主賜我受教的心求主賜我受教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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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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2/11 3/11 4/11 5/11 歐美歐美歐美歐美連連連連 6/11 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 7/11 8/11 

9/11 10/11 11/11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12/11 13/11 14/11 15/11 

16/11 17/11 18/11 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 19/11 20/11 21/11 22/11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23/11 24/11 25/11 26/11 羅羅羅羅    基基基基 27/11 28/11 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 29/11 黃琼黃琼黃琼黃琼 

30/11 1/12 2/12 3/12*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4/12 朱慧茵朱慧茵朱慧茵朱慧茵 5/12 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 6/12 

7/12*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8/12 9/12 劉啓光劉啓光劉啓光劉啓光 10/12 11/12 12/12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13/12 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 

14/12 15/12 16/12 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 

     黎黎黎黎    英英英英 

17/12 18/12 19/12 20/12 

21/12 李漢李漢李漢李漢珏珏珏珏 22/12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陳悅兒陳悅兒陳悅兒陳悅兒 

23/12 24/12*張張張張    靜靜靜靜 25/12 26/12 27/12 

28/12 29/12 30/12 31/12    

* 兒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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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八年點滴八年點滴八年點滴八年點滴 陳永安教師陳永安教師陳永安教師陳永安教師 

（（（（本堂教友及鴻恩堂同工本堂教友及鴻恩堂同工本堂教友及鴻恩堂同工本堂教友及鴻恩堂同工）））） 

初到鴻恩堂，有教友問我會否寫月刊文章，我說遲點會寫，她便叫我介紹自己給大

家認識，並送上期待的笑容。我思想是否要刊登〈得救及蒙召見證〉，但隨即想到，這

已是八年前的文章了，這八年間，有甚麼事情發生了？我如何來到鴻恩堂事奉？讓我以

這兩條問題來介紹自己。 

這八年間這八年間這八年間這八年間，，，，有甚麼事情發生了有甚麼事情發生了有甚麼事情發生了有甚麼事情發生了？？？？    

二零零零年，我進信義宗神學院修讀神學學士學位，雖說是確定了呼召，但前路卻

是趟開的，我不知道上帝要引我往那方向走。上帝藉宣教感動了我，藉堂會及機構的事

奉使我確定呼召，因此，我不排除在堂會、機構、甚或宣教上事奉上帝。一次學院早會

講座裡，陸輝牧師談到「機構要服事教會，必先了解堂會。」從此，我認定要先到堂會

事奉，再說其他。 

學院規定第一年要在母堂實習，第二年到其他堂會實習。當時我家在港島，又對信

義會有興趣，便寫下實習的兩個要求：港島區、信義會。於是，第二學年我便到了港島

區的信義會實習。那年，我懷著不捨得的心情，離開生活了十年的母堂，又帶著好奇的

心情，進到一所陌生的堂會，堂校合作的堂會。那年我和教會的青年一同服侍小學畢業

營的學生，和家長們在暑期聖經班中服侍。對我來說，我感到那裡生機無限，有許多福

音的機會。我是他們第一位外來的實習神學生，他們很喜歡我，我也很喜歡他們。這經

驗使我也期望在堂校合作的堂會事奉。 

進入神學第四年，便要落實事奉的工場，我想到自己藉母堂的支持與支助來讀神學，

自然也想到是否要回母會事奉。便到母會的支堂實習，期間與牧者、堂議會主席多番傾

談，等候了一年的時間，他們也沒有切實的回應。當我考慮回母會的同時，戴博士亦邀

請我到另一間堂校合作的堂會事奉。結果，我到了信義會事奉。我到信義會事奉，也不

是無可奈可的決定。雖說我期望回到母會事奉，但我深知，在我就讀神學的過程，我的

信仰立場已經改變了，我更傾向禮儀崇拜，我接受嬰兒洗禮，我對聖餐的理解也是信義

宗的。這些都不是母會所實踐的信仰。可以說，我到信義會事奉是更理所當然的。堂校

合作的堂會，更是我一直以來的期望。 

二零零四年七月，正式成為傳道人，當人叫我陳教師時，像是成了另一個人。這所

堂會沒有自己的會址，辦公室就在學校裡，天天也很熱鬧，每逢小息、課後，便有學生

闖進辦公室。說實在，我不懂得面對小學生，常常被他們「恰」(欺負)，我的同工曾經是

老師，教我要先管後教，經過幾年，我才掌握到如何管理學生秩序。這幾年間，我體會

到小學福音工作的困難。曾領十多位團契的學生，由小四到小六，足足三年的感情、教

導。當升上中一後，卻剩下兩名學生願意升團。我們每週講早會、辦團契、辦主日學、

福音週、福音營、聖經班、成長營… 經過幾年時間，竟得幾名學生繼續參加教會聚會。

我明白小學工作是撒種工作，他日或者會開花結果。雖然我知道在上帝裡沒有枉然，但

在我心裡，感到很不值得，很枉費。在這幾年間，我也參與老人中心的福音工作，主催

了些長者福音班和探訪，作了些收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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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幾年間，我經歷了全職事奉的喜悅。當我首名孩子出世後，有許多關心問候，

並收到許多教友送贈的新舊衣物用品，使我們家庭感受到他們對傳道人的愛護。全職事

奉有時卻會吃力不討好。昔日無償事奉，做得不好，也得體諒讚賞，但受薪事奉，卻使

人覺得傳道人的付出是理所當然，並且覺得缺欠。 

事奉三年後，母會支堂的呼聲，讓我還了一直以來的心願，償還對母會的恩情。二

零零七年七月，濶別三載，再踏入這所曾經實習的教會，卻是面目全非。人數多了、奉

獻額多了，卻潛藏著更多複雜的因素，難以逐一細表，亦不方便在這文章上分享。半年

後，我決定請辭，在別人眼中，我是逃跑了，像約拿一樣，逃跑了。 

回首八年，我經歷了許多轉變，感恩的是我由單身到結婚，到誕下一子一女。我也

作了很多決定，不敢說都是對的決定，但都是動機純正，沒有立壞心腸的決定，結果卻

不由我決定。回首八年，我住過七處居所，正式在六處地方聚會，正是香港、九龍、新

界都住過，亦牧過會。那些都是不光彩的紀錄。我不打算去美化這些事情，也不為這些

紀錄去自圓其說，找藉口。或許，我真是太笨。其實，我也很羨慕那些在事奉路上平坦

的人。 

我如何來到鴻恩堂事奉我如何來到鴻恩堂事奉我如何來到鴻恩堂事奉我如何來到鴻恩堂事奉？？？？    

在太太生第二胎前，前任同工吳麗卿牧師探訪我家，問及我事奉情況，我說不太慣，

她告訴我，鴻恩堂正聘請同工，又說我有經驗，正適合。她又向陳牧師大力推薦，於是

我得了面試機會。在此，我要再次多謝吳牧師的提攜，以及陳牧師不嫌我的不光彩紀錄，

再次給予我事奉的機會。事奉機會並不是必然的。 

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一日，許教師按牧，我再以信義會教牧的身份出席。雖然受按

立的不是我，但我亦好感動，從前的同工向我表示歡迎：「永安，歡迎你」、「Welcome 

back」、「第日搵你幫手」、「歡迎你歸隊」…… 然後，我便排隊，以教牧同工的身份

一同步入禮堂。 

 

 

(文章轉載自十月份鴻恩月刊) 



10 

 蕭蕭蕭蕭條前的反思條前的反思條前的反思條前的反思 李紹强李紹强李紹强李紹强    

((((本堂傳栽部執事本堂傳栽部執事本堂傳栽部執事本堂傳栽部執事))))    
 

未來將會面對失業、通漲、負債、經濟、生活等等艱難的時期，衝擊帶來

甚麼磨練與啟示呢？要作一個先知先覺的人，必須反思一下今天的你！ 

香港是亞洲金融大都會，金融和貿易的發展是社會經濟的命脈。香港人拼

命揾錢，積聚財富，夢想要 G . O . D . (住好啲)、要吃喝玩樂、要嘆世界、要

孩子讀名校穿名牌、要投資賺大錢！金錢財富被高舉，甚至勝過一切。金錢帶

來真正的幸福嗎？它具多少價值呢？危機來了-----人看見怎樣的明天？ 

消費主義帶動世界不斷地浪費消耗資源，商業世界每月都要你過節(眾

數)，不斷要人買東西去宴樂。買東西不會問需要與否，只是為一刻的得意感

覺，明天就變成垃圾。例如萬聖節後的那個紅叉、年宵時的那個吹氣鎚仔、球

賽中的那條棒棒、許多假經濟都是要人去浪費；商家還怕你為金錢煩惱而早作

信貸安排，令你感到債務纒身無閉翳，欺騙的廣告還是播不停。沒節制、亂消

費，這都是假經濟繁榮中的真現象，也成為不少都市人的困局。大不了就破產

吧！責任就推在社會的錯吧！危機來了-----人看見怎樣的明天？ 

沒有慎思的年代，在「人權、自由」被高舉，蓋過「道德、倫理」的歲月

裏，人行事輕率，隨心所欲，盡情放縱。願意慎思明辨、小心行事的人有多少

呢？隨波逐流的人多的是。羊群心理成為商人賺錢的好機會，帶領潮流的才是

真正的大贏家！停下來想一想，有否濫用自由，放縱自己呢？危機來了-----人

看見怎樣的明天？ 

互聯網中大世界，自由空間無限制，是學習交流的好窗口，亦是邪惡犯罪

的大平台。網絡世界花碌碌，到處危機易中毒，一不小心落騙局！另外要注意

是互聯網中建立了一個虛擬世界，人花了很多時間、金錢、心思、精力在虛擬

上，沉醉虛擬脫離現實，被人偷去一件不存在的東西就喊得要生要死，不如建

立一所虛擬沐恩堂去傳真福音，叫他走出隱閉，務實向前！危機來了-----人看

見怎樣的明天？ 

聖經：「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內心」、「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唯喜愛

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金融海嘯來了！在蕭條日子未現之前，你需要反思一下你今日的光景嗎？

你的金錢態度、你的浪費習慣、你的批判思維、你的虛擬境況、你的屬靈光

景？！讓我們討論時事，查考聖經，找緊真理！做個能說又能行的基督徒，在

艱難日子裏站立得穩！歡迎彼此分享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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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十十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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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106 118 112 113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14 --- 13 --- 64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31 40 30 26 32 

初中生主日學初中生主日學初中生主日學初中生主日學 8 5 8 7 7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13 14 15 13 14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8 6 8 9 8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5 3 4 4 4 

約約約約翰團契翰團契翰團契翰團契 8 5 5 5 6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18 15 11 6 13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 8 8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5 --- --- 9 7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3 38 41 39 40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4 10 10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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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15/11 22/11 29/11 6/12 13/12 20/12 27/12 

安得烈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教會金句

背誦比賽 
遠足 祈禱週 

教會，窮

人，有錢人 

信心與 

行為 

聖誕  

大派對 
生活營 

彼得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教會金句

背誦比賽 

康體福音

週 

金句問答

比賽 
查經 

合團讀經

分享會 

生日福音

週暨  

聖誕慶祝 

分享  

祈禱會 

約翰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教會金句

背誦比賽 
行山樂 查經 祈禱會 

合團讀經

分享會 
BBQ 

一年回顧

感恩祭 

提摩太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教會金句

背誦比賽 
查經 導師訓練 探訪長者 查經 

代禱計劃

檢討 
CAMP 

以諾 
每月第四主日 

下午 12:15 

教會金句

背誦比賽 

美食分享

年終回望

09 計劃 

--- --- 
合團讀經

分享會 
--- 

25/12  

聖誕聯歡 

雅各 每月聚會兩次 
教會金句

背誦比賽 
--- --- --- 

合團讀經

分享會 
--- 教友大會 

以斯帖 

逢星期三 

早上

10:00-11:00 

聖經人物

保羅 

坐定定齊

欣賞 天

使的禮物 

你是誰? 
粵曲、詩歌

齊齊唱 
郊遊 

聖經人物

問答 
聖誕慶祝 

兒童級 

主日學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上課 戶外崇拜 上課 

初中主日學

(中一至中三)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上課 戶外崇拜 上課 

長者級 

主日學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生日週 第 14 課 戶外崇拜 第 16 課 第 17 課 聖誕聯歡 第 18 課 

祈禱會 
逢第一﹑三 

主日崇拜後 

平安夜報

佳音：籌

備，肢體

參與 

為個別有

需要肢體

提名禱告 

--- --- 

教友大會 

平安夜報

佳音：籌

備，肢體參

與 

--- 

平安夜報

佳音： 

肢體心

靈，順利 

全年感恩

事項 

--- 

註 :「---」表示該週沒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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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聖工人員一覽表聖工人員一覽表聖工人員一覽表 

 

主日 16/11 23/11 30/11 7/12 14/12 21/12 25/12 28/12 

教會年 
聖靈降臨期 

第二十七主日 

(綠) 

基督君王日 

(金/白) 

將臨期 

第一主日 

(藍/紫) 

將臨期 

第二主日 

(藍/紫) 

將臨期 

第三主日 

(藍/紫) 

將臨期 

第四主日 

(藍/紫) 

聖誕節 

(白) 

聖誕期 

第一主日 

(白) 

成人     李志雄 趙仕傑 方克信教師 温家浩 鄭瑞芬教師 李紹強 方克信教師 廖淑卿 

領會 
兒童 黃鳳霞 黃鳳玲 合 楊寶蓮 合 黃日勝 合 合 

成人 朱炳強牧師 方克信教師 吳麗卿牧師 鄭瑞芬教師 方克信教師 戴師母 吳麗卿牧師 肢體 

講員 

兒童 方克信教師 吳麗卿牧師 
戶外崇拜

(合) 
方克信教師 合 吳麗卿牧師 聖誕節(合) 

見証主日

(合) 

讀經 盧韻怡 黃鳳霞 周于琴 梁詩雅 趙仕傑 鄺嘉欣 李紹強 廖淑卿 

經文 

番 1:7、12-18 

帖前 5:1-11 

約 17:20-22 

結 34:11-16 

、20-24 

弗 1:15-23 

太 25:31-46 

待定 

賽 40:1-11 

彼後 3: 

8-15 上 

可 1:1-8 

賽 61:1-4、       

8-11 

帖前 5: 

16-24 

約 1:6-8、 

19-28 

撒下 7: 

1-11、16 

羅 16: 

25-27 

路 1:26-38 

賽 62:6-12 

多 3:4-7 

路 2:8-20 

賽 61:10- 

62:3 

加 4:4-7 

路 2:22-40 

成人 黃碧瑤 黃德康 --- 李恩蓓 廖淑卿 李恩諾 王中真 黃德康 

司琴      

兒童 譚佩珠 趙沛晴 --- 趙沛陽 --- 趙沛晴 --- --- 

成人 
梁健華 

黃鳳玲 

李美蓮 

胡礎雯 

趙沛晴 

何靖筠 

袁杏芬 

周于琴 

鄭賦然 

容瑞燕 

何慧華 

梁笑琼 

田彩珍 

冼慧珊 

李志雄 

趙仕傑 
司獻 

兒童 何芷筠 黃頌怡 --- 張靜 --- 梁希瑤 --- --- 

招待 陳孜孜 盧韻怡 朱婉婷 羅巧雲 張少芳 何淑嫻 李思哲 林思諾 

接待小組 
之之，

Lynn，志雄 

Joan，賦仔 

，Winky 

全體接待

小組 

志雄， 

賦仔，Joan 

珊，Lynn 

，Winky 

Joan，之

之，貝如 

全體接待

小組 

珊，敏儀，

君德 

詩歌 
206，508，

506，227 

207，360，

462，504 
待定 

219，80，

396，225 

5，128，

366，266，

268，222 

48，81，

367，492 

101，98，

548，258，

265，115 

24，43，

420，427 

插花 黃鳳霞 梁笑琼 

幼童 崇拜 振雄/詩淇 振雄/詩淇 --- 淑美/志森 淑美/志森 --- --- --- 

祈禱會 容瑞燕 --- --- 温家浩 --- 蔡志明 --- --- 

司事執事：何俊威(十一月) 、李紹強(十二月) 

音響小組：趙仕傑(十一月) 、趙仕傑(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