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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中的頓悟金融海嘯中的頓悟金融海嘯中的頓悟金融海嘯中的頓悟 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 

(執事部主席執事部主席執事部主席執事部主席) 

12 月是年終之月月是年終之月月是年終之月月是年終之月，，，，也是我今屆當執事最後的月份也是我今屆當執事最後的月份也是我今屆當執事最後的月份也是我今屆當執事最後的月份。。。。在上星期的執事會談在上星期的執事會談在上星期的執事會談在上星期的執事會談

到明年一月月刊主題文章負責人到明年一月月刊主題文章負責人到明年一月月刊主題文章負責人到明年一月月刊主題文章負責人，，，，會後教牧及肢體邀請我今次會後教牧及肢體邀請我今次會後教牧及肢體邀請我今次會後教牧及肢體邀請我今次「「「「提筆再上陣提筆再上陣提筆再上陣提筆再上陣」，」，」，」，

當然欣然接受當然欣然接受當然欣然接受當然欣然接受。。。。能在任滿前再與肢體在文字上分享能在任滿前再與肢體在文字上分享能在任滿前再與肢體在文字上分享能在任滿前再與肢體在文字上分享，，，，何苦之有何苦之有何苦之有何苦之有! 

翻閱全年的月刊主題文章翻閱全年的月刊主題文章翻閱全年的月刊主題文章翻閱全年的月刊主題文章，，，，自己六月份寫了自己六月份寫了自己六月份寫了自己六月份寫了「「「「從四川地震的故事回想耶穌從四川地震的故事回想耶穌從四川地震的故事回想耶穌從四川地震的故事回想耶穌

捨命的救贖鴻恩捨命的救贖鴻恩捨命的救贖鴻恩捨命的救贖鴻恩」。」。」。」。上次地震有所思上次地震有所思上次地震有所思上次地震有所思，，，，今次今次今次今次(金融金融金融金融)海嘯有所想海嘯有所想海嘯有所想海嘯有所想，，，，上月紹強就海上月紹強就海上月紹強就海上月紹強就海

嘯帶來經濟蕭條預告我們要警醒嘯帶來經濟蕭條預告我們要警醒嘯帶來經濟蕭條預告我們要警醒嘯帶來經濟蕭條預告我們要警醒，，，，要反思生命重要要反思生命重要要反思生命重要要反思生命重要。。。。最近新服務單位聘人最近新服務單位聘人最近新服務單位聘人最近新服務單位聘人，，，，收收收收

到一封到一封到一封到一封「「「「古怪求職信古怪求職信古怪求職信古怪求職信」，」，」，」，信中人表示因海嘯沖醒信中人表示因海嘯沖醒信中人表示因海嘯沖醒信中人表示因海嘯沖醒了他對生命義意的重塑了他對生命義意的重塑了他對生命義意的重塑了他對生命義意的重塑，，，，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放下商界工作放下商界工作放下商界工作放下商界工作，，，，希望在服務工作中尋到助人工作意義希望在服務工作中尋到助人工作意義希望在服務工作中尋到助人工作意義希望在服務工作中尋到助人工作意義。。。。哈哈哈哈 ! 人總會在人總會在人總會在人總會在「「「「困惑困惑困惑困惑」」」」

中出現中出現中出現中出現「「「「悟性悟性悟性悟性」。」。」。」。 

今次今次今次今次(金融金融金融金融)海嘯沒有感人故事海嘯沒有感人故事海嘯沒有感人故事海嘯沒有感人故事，，，，卻全是駭人消息卻全是駭人消息卻全是駭人消息卻全是駭人消息：：：：某某大公司財困倒閉某某大公司財困倒閉某某大公司財困倒閉某某大公司財困倒閉，，，，

出現骨牌結業效應出現骨牌結業效應出現骨牌結業效應出現骨牌結業效應；；；；每週經濟數據每況愈下每週經濟數據每況愈下每週經濟數據每況愈下每週經濟數據每況愈下；；；；每天報章報導某公司裁員多少每天報章報導某公司裁員多少每天報章報導某公司裁員多少每天報章報導某公司裁員多少。。。。

今次海嘯覆蓋全球今次海嘯覆蓋全球今次海嘯覆蓋全球今次海嘯覆蓋全球，，，，幾可滅國幾可滅國幾可滅國幾可滅國 (冰島國家幾近破產冰島國家幾近破產冰島國家幾近破產冰島國家幾近破產)。。。。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今次分享希今次分享希今次分享希今次分享希

望從這個海嘯中引出一些反思望從這個海嘯中引出一些反思望從這個海嘯中引出一些反思望從這個海嘯中引出一些反思，，，，希望我們一起希望我們一起希望我們一起希望我們一起「「「「頓悟頓悟頓悟頓悟」。」。」。」。 

1. 曾是人人信服的自由市場經濟被質疑曾是人人信服的自由市場經濟被質疑曾是人人信服的自由市場經濟被質疑曾是人人信服的自由市場經濟被質疑，，，，經濟理論甚或有關秩序出現變異經濟理論甚或有關秩序出現變異經濟理論甚或有關秩序出現變異經濟理論甚或有關秩序出現變異。。。。

對我們有何啟示對我們有何啟示對我們有何啟示對我們有何啟示，，，，什麼什麼什麼什麼「「「「理論智慧理論智慧理論智慧理論智慧」」」」是恆久不變是恆久不變是恆久不變是恆久不變，，，，卻又是歷久常新的卻又是歷久常新的卻又是歷久常新的卻又是歷久常新的? 

2. 全球財富被海全球財富被海全球財富被海全球財富被海嘯沖亂了嘯沖亂了嘯沖亂了嘯沖亂了，，，，財富重新分配出現了財富重新分配出現了財富重新分配出現了財富重新分配出現了「「「「強國強國強國強國」」」」序列變化序列變化序列變化序列變化，，，，美國中美國中美國中美國中

央情報局研究國力報告謂中國於央情報局研究國力報告謂中國於央情報局研究國力報告謂中國於央情報局研究國力報告謂中國於 30 年後國力會比美國強年後國力會比美國強年後國力會比美國強年後國力會比美國強，，，，這啟示了什麼這啟示了什麼這啟示了什麼這啟示了什麼 ?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講到天國的比喻講到天國的比喻講到天國的比喻講到天國的比喻，，，，就是進葡萄園工作的比喻就是進葡萄園工作的比喻就是進葡萄園工作的比喻就是進葡萄園工作的比喻（（（（太太太太 20：：：：1-16））））：：：：在後的將在後的將在後的將在後的將

要在前要在前要在前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前的將要在後…… 

3. 微觀些微觀些微觀些微觀些，，，，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尤其中產一群尤其中產一群尤其中產一群尤其中產一群，，，，樓價趺了樓價趺了樓價趺了樓價趺了、、、、股價低賤股價低賤股價低賤股價低賤、、、、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岌岌可危岌岌可危岌岌可危岌岌可危；；；；有有有有

人損了錢人損了錢人損了錢人損了錢、、、、有人有人有人有人「「「「輸輸輸輸」」」」了命了命了命了命、、、、有人精神困擾或至崩潰有人精神困擾或至崩潰有人精神困擾或至崩潰有人精神困擾或至崩潰……，，，，有何啟示有何啟示有何啟示有何啟示 ? 你你你你

們不要在地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們不要在地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們不要在地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們不要在地上為自己積蓄財寶……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太太太太

6: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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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次受影響最大的今次受影響最大的今次受影響最大的今次受影響最大的，，，，是金融強國是金融強國是金融強國是金融強國；；；；金融經濟落後的國家卻影響不大金融經濟落後的國家卻影響不大金融經濟落後的國家卻影響不大金融經濟落後的國家卻影響不大 ! 今次今次今次今次

財富少了最多財富少了最多財富少了最多財富少了最多的是的是的是的是「「「「以錢滾錢以錢滾錢以錢滾錢以錢滾錢」」」」的富豪的富豪的富豪的富豪；；；；領公援的領公援的領公援的領公援的，，，，沒有錢買股買樓作投沒有錢買股買樓作投沒有錢買股買樓作投沒有錢買股買樓作投

資的資的資的資的，，，，好像不被牽連好像不被牽連好像不被牽連好像不被牽連 (擔心份工擔心份工擔心份工擔心份工，，，，原來政府措施不是在創造就業及阻止公原來政府措施不是在創造就業及阻止公原來政府措施不是在創造就業及阻止公原來政府措施不是在創造就業及阻止公

司因財困裁員司因財困裁員司因財困裁員司因財困裁員，，，，這個危險卻多了很多安全網這個危險卻多了很多安全網這個危險卻多了很多安全網這個危險卻多了很多安全網)，，，，這又說明了什麼這又說明了什麼這又說明了什麼這又說明了什麼 ? 雅各說雅各說雅各說雅各說：：：：

「「「「親愛的弟兄們親愛的弟兄們親愛的弟兄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請聽請聽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叫他們在信上富叫他們在信上富叫他們在信上富

足足足足，，，，並承受祂所應許給那些愛祂之人的國麼並承受祂所應許給那些愛祂之人的國麼並承受祂所應許給那些愛祂之人的國麼並承受祂所應許給那些愛祂之人的國麼？」？」？」？」<雅雅雅雅：：：：2:5> 

一次與天恩堂教牧執事開會一次與天恩堂教牧執事開會一次與天恩堂教牧執事開會一次與天恩堂教牧執事開會，，，，葉牧師提到近期不斷看書葉牧師提到近期不斷看書葉牧師提到近期不斷看書葉牧師提到近期不斷看書，，，，有點疲乏有點疲乏有點疲乏有點疲乏，，，，期間期間期間期間

再思想再思想再思想再思想「「「「兩約之間彌賽亞的盼望兩約之間彌賽亞的盼望兩約之間彌賽亞的盼望兩約之間彌賽亞的盼望」，」，」，」，這個救贖盼望初理解於一個人這個救贖盼望初理解於一個人這個救贖盼望初理解於一個人這個救贖盼望初理解於一個人，，，，之後一個之後一個之後一個之後一個

群體群體群體群體，，，，再到一個國家再到一個國家再到一個國家再到一個國家，，，，後又回到一個人後又回到一個人後又回到一個人後又回到一個人。。。。我我我我「「「「無知地無知地無知地無知地」」」」搭訕說搭訕說搭訕說搭訕說，，，，好像現時好像現時好像現時好像現時「「「「金金金金

融融融融海嘯海嘯海嘯海嘯」，」，」，」，大家盼望由一個人大家盼望由一個人大家盼望由一個人大家盼望由一個人(美國總統美國總統美國總統美國總統)，，，，到一群人到一群人到一群人到一群人 (各國首領各國首領各國首領各國首領)，，，，到一個國家到一個國家到一個國家到一個國家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再到一個人再到一個人再到一個人再到一個人……。。。。我當然同樣確信唯有主耶穌才是救贖的源頭我當然同樣確信唯有主耶穌才是救贖的源頭我當然同樣確信唯有主耶穌才是救贖的源頭我當然同樣確信唯有主耶穌才是救贖的源頭，，，，人類人類人類人類

的盼望的盼望的盼望的盼望：：：：好像憂愁好像憂愁好像憂愁好像憂愁，，，，卻是常常喜樂的卻是常常喜樂的卻是常常喜樂的卻是常常喜樂的；；；；好像貧窮好像貧窮好像貧窮好像貧窮，，，，卻使很多人富足卻使很多人富足卻使很多人富足卻使很多人富足；；；；好像是甚好像是甚好像是甚好像是甚

麼都沒有麼都沒有麼都沒有麼都沒有，，，，卻是樣樣都有卻是樣樣都有卻是樣樣都有卻是樣樣都有。。。。<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6:10 > 

<<沒有答案沒有答案沒有答案沒有答案，，，，只有問題的分享只有問題的分享只有問題的分享只有問題的分享，，，，願一起反思願一起反思願一起反思願一起反思，，，， 阿門阿門阿門阿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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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月月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份崇拜人數平均為份崇拜人數平均為份崇拜人數平均為 123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89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34 人人人人；；；；領餐者領餐者領餐者領餐者 98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4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4 人人人人。。。。 

2. 為支持柬埔寨宣教事工為支持柬埔寨宣教事工為支持柬埔寨宣教事工為支持柬埔寨宣教事工，，，，本堂鼓勵肢體以信心認獻作為支持行動本堂鼓勵肢體以信心認獻作為支持行動本堂鼓勵肢體以信心認獻作為支持行動本堂鼓勵肢體以信心認獻作為支持行動，，，，奉獻目奉獻目奉獻目奉獻目標為港幣標為港幣標為港幣標為港幣

$48,000，，，，請肢體將表格填妥後交回請肢體將表格填妥後交回請肢體將表格填妥後交回請肢體將表格填妥後交回，，，，以便教會作統計以便教會作統計以便教會作統計以便教會作統計。。。。 

3. 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 28/12 崇拜後舉行崇拜後舉行崇拜後舉行崇拜後舉行，，，，請所有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教友預留時間出席，，，，盡教友盡教友盡教友盡教友

本份本份本份本份，，，，若需缺席者若需缺席者若需缺席者若需缺席者，，，，請預先向教牧同工告假請預先向教牧同工告假請預先向教牧同工告假請預先向教牧同工告假。。。。 

4. 本堂定於本堂定於本堂定於本堂定於 21/12 日日日日，，，，崇拜後舉行聖誕聯歡暨歡送戴師母聚會崇拜後舉行聖誕聯歡暨歡送戴師母聚會崇拜後舉行聖誕聯歡暨歡送戴師母聚會崇拜後舉行聖誕聯歡暨歡送戴師母聚會，，，，請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教友預留時間出席。。。。 

5. 28/12 為見証主日為見証主日為見証主日為見証主日，，，，請為分享見証的請為分享見証的請為分享見証的請為分享見証的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代禱代禱代禱代禱，，，，並邀約親友參加並邀約親友參加並邀約親友參加並邀約親友參加。。。。 

6. 禾輋信義學校定於禾輋信義學校定於禾輋信義學校定於禾輋信義學校定於 20/12 舉行步行籌款舉行步行籌款舉行步行籌款舉行步行籌款，，，，目的在改善學校環境及設施目的在改善學校環境及設施目的在改善學校環境及設施目的在改善學校環境及設施、、、、發展教與學發展教與學發展教與學發展教與學

工作及資助學生參加境外學習活動工作及資助學生參加境外學習活動工作及資助學生參加境外學習活動工作及資助學生參加境外學習活動，，，，請肢體一同參與請肢體一同參與請肢體一同參與請肢體一同參與，，，，發揮堂校合作精神發揮堂校合作精神發揮堂校合作精神發揮堂校合作精神，，，，表格可表格可表格可表格可

向向向向幹事處幹事處幹事處幹事處索索索索取取取取。。。。 

7. 24/12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30~11:00 為信義會沙田區聯堂舉行巴士巡遊報佳音為信義會沙田區聯堂舉行巴士巡遊報佳音為信義會沙田區聯堂舉行巴士巡遊報佳音為信義會沙田區聯堂舉行巴士巡遊報佳音，，，，名額有限名額有限名額有限名額有限，，，，有興有興有興有興

趣的肢體可趣的肢體可趣的肢體可趣的肢體可向幹事報名向幹事報名向幹事報名向幹事報名。。。。 

8. 真理堂教友易學榮弟兄之安息禮拜定於真理堂教友易學榮弟兄之安息禮拜定於真理堂教友易學榮弟兄之安息禮拜定於真理堂教友易學榮弟兄之安息禮拜定於 15/12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 時時時時假假假假世界殯儀館世界殯儀館世界殯儀館世界殯儀館舉行舉行舉行舉行，，，，請為易請為易請為易請為易

弟兄家人禱告弟兄家人禱告弟兄家人禱告弟兄家人禱告。。。。 

9. 吳牧師將於吳牧師將於吳牧師將於吳牧師將於 15-17/12 及及及及 29-31/12 放年假共六天放年假共六天放年假共六天放年假共六天，，，，方教師將於方教師將於方教師將於方教師將於 16/12、、、、31/12 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

兩天兩天兩天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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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魏書如太太馮仕芬姊妹於魏書如太太馮仕芬姊妹於魏書如太太馮仕芬姊妹於魏書如太太馮仕芬姊妹於 11/11 零晨主懷安息零晨主懷安息零晨主懷安息零晨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 24/11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求主安求主安求主安求主安

慰書如及仕芬家人慰書如及仕芬家人慰書如及仕芬家人慰書如及仕芬家人。。。。 

2. 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已已已已於於於於 9/12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前往柬埔寨宣教一年前往柬埔寨宣教一年前往柬埔寨宣教一年前往柬埔寨宣教一年，，，，本本本本堂亦堂亦堂亦堂亦於於於於 23/11 為其舉行歡送及祝為其舉行歡送及祝為其舉行歡送及祝為其舉行歡送及祝

福會福會福會福會，，，，請記念其事奉及適應生活請記念其事奉及適應生活請記念其事奉及適應生活請記念其事奉及適應生活。。。。 

3. 黎英婆婆黎英婆婆黎英婆婆黎英婆婆已已已已轉往沙田醫院療養轉往沙田醫院療養轉往沙田醫院療養轉往沙田醫院療養，，，，請在祈禱中記念請在祈禱中記念請在祈禱中記念請在祈禱中記念。。。。 

4. 彭雅頌於彭雅頌於彭雅頌於彭雅頌於 30/11 誕下麟兒誕下麟兒誕下麟兒誕下麟兒，，，，現在家休息現在家休息現在家休息現在家休息，，，，母子平安母子平安母子平安母子平安，，，，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 

5. 廖淑卿母親蘇妹廖淑卿母親蘇妹廖淑卿母親蘇妹廖淑卿母親蘇妹曾曾曾曾再次入院再次入院再次入院再次入院，，，，現已出院在家中調理現已出院在家中調理現已出院在家中調理現已出院在家中調理，，，，請記念其健康狀況請記念其健康狀況請記念其健康狀況請記念其健康狀況。。。。 

三三三三.    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 

1. 為全球金融海嘯帶來經濟危機為全球金融海嘯帶來經濟危機為全球金融海嘯帶來經濟危機為全球金融海嘯帶來經濟危機、、、、生活困擾代禱生活困擾代禱生活困擾代禱生活困擾代禱 

2. 為為為為周于琴於柬埔寨之宣教服事周于琴於柬埔寨之宣教服事周于琴於柬埔寨之宣教服事周于琴於柬埔寨之宣教服事、、、、生活適應生活適應生活適應生活適應，，，，在港家人代禱在港家人代禱在港家人代禱在港家人代禱。。。。 

3. 為聖誕節預備洗禮為聖誕節預備洗禮為聖誕節預備洗禮為聖誕節預備洗禮、、、、堅信等肢體代禱堅信等肢體代禱堅信等肢體代禱堅信等肢體代禱，，，，分別有王玉珍分別有王玉珍分別有王玉珍分別有王玉珍、、、、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

林思諾林思諾林思諾林思諾、、、、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求上帝堅立他們的信心求上帝堅立他們的信心求上帝堅立他們的信心求上帝堅立他們的信心。。。。 

4. 為身心靈軟弱肢體代禱為身心靈軟弱肢體代禱為身心靈軟弱肢體代禱為身心靈軟弱肢體代禱：：：：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黎英黎英黎英黎英、、、、楊玲弟楊玲弟楊玲弟楊玲弟、、、、温秉堯温秉堯温秉堯温秉堯。。。。 

5. 為本堂來年事工計劃為本堂來年事工計劃為本堂來年事工計劃為本堂來年事工計劃，，，，事奉人員代禱事奉人員代禱事奉人員代禱事奉人員代禱，，，，求上帝加能賜力求上帝加能賜力求上帝加能賜力求上帝加能賜力。。。。 

 

 

 

 

 

 

 

 

本月金句本月金句本月金句本月金句：：：：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2:92:92:9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

度、是屬上帝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3:93:93:93:9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

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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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工場宣教工場宣教工場宣教工場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泰國東北 UBON 省的 Khoknoei 堂會邀請本會歐陽雪玲宣教士協助堂會事

奉，她將於一月開始進入事奉新工場，請記念。 

2. 請為林穎雯姑娘在 HomeOfGrace 的服侍代禱，也請記念其中三位行將分娩

的準媽媽。 

3. HomeOfGrace 裡一些母親與初生／年幼子女，因個別原因需要接受分離之

苦，求主保守記念。 

4. 為兩位泰國宣教士在十二月底各自要物色新屋和分離的適應祈禱。 

5. 請繼續為泰國的政局、民生祈禱，祈願公義、仁愛、盼望臨到這片土壤。 
 

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 

1. 求上帝感動柬埔寨人民的心，叫他們的靈魂甦醒，成為好土能以承載福

音。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感謝主保守曾國輝牧師女兒思華和思惠的學習，求主帶領二人的成長和明

年的學習！ 

2. 為『英語密集課程』的準備及參加者禱告，也求主保守特意於明年一月份

從紐西蘭遠赴斐濟協助的姊妹 Shirley！ 

3. 為今年短宣的活動禱告，求主預備人來參加『日營』和『生活營』。 
 

 

海外宣教部 
1.  11/12（四）晚上七時三十分在信義樓二樓舉行差傳月禱會，歡迎齊來

守望與感恩。 

2.  9-31/12 斐濟短宣隊有林天麟弟兄、劉春暉弟兄、王仲偉弟兄和劉錦秀

姊妹將出發，請記念。 

3.  本部於本年底面臨財政不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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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你們信心的呈獻得嚐上主豐富的果子。（若能於十二月二十日十二月二十日十二月二十日十二月二十日前寄往海

宣部，將有利於０８年度的結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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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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星星期六期六期六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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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1 3/1 

4/1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5/1 6/1*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7/1 8/1 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9/1 10/1 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11/1 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 12/1 13/1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14/1*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15/1 16/1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17/1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18/1 *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 

    *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 

19/1 20/1 21/1 22/1 23/1 24/1 

25/1 26/1 28/1 29/1 30/1 31/1  

* 兒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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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2009 年年年年 1 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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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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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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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四四四四) 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3(六六六六) 新的開始新的開始新的開始新的開始 所有團友所有團友所有團友所有團友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4(日日日日) 詩班指揮集思會詩班指揮集思會詩班指揮集思會詩班指揮集思會 詩班指揮詩班指揮詩班指揮詩班指揮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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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六六六六) 幼稚園教師日幼稚園教師日幼稚園教師日幼稚園教師日 幼幼幼幼稚園老師稚園老師稚園老師稚園老師 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 

18(日日日日) 主日學會議主日學會議主日學會議主日學會議 主日學教師主日學教師主日學教師主日學教師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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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四四四四) 
教牧及同工聯合聖餐崇拜教牧及同工聯合聖餐崇拜教牧及同工聯合聖餐崇拜教牧及同工聯合聖餐崇拜 

暨早餐團契暨早餐團契暨早餐團契暨早餐團契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職工職工職工職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31(六六六六) 青年大會青年大會青年大會青年大會 青少年團友青少年團友青少年團友青少年團友 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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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苦難苦難苦難苦難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 

最近參加了教會所舉辦最近參加了教會所舉辦最近參加了教會所舉辦最近參加了教會所舉辦，，，，由戴浩輝監督主講的約伯記研經班由戴浩輝監督主講的約伯記研經班由戴浩輝監督主講的約伯記研經班由戴浩輝監督主講的約伯記研經班。。。。其實在前年其實在前年其實在前年其實在前年

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我和我我和我我和我我和我 PPG 的團友曾經計劃研讀約伯記的團友曾經計劃研讀約伯記的團友曾經計劃研讀約伯記的團友曾經計劃研讀約伯記，，，，故當時已開始對約伯記感故當時已開始對約伯記感故當時已開始對約伯記感故當時已開始對約伯記感

興趣興趣興趣興趣，，，，並買了釋經書作參考並買了釋經書作參考並買了釋經書作參考並買了釋經書作參考。。。。 

約伯記的主題是苦難約伯記的主題是苦難約伯記的主題是苦難約伯記的主題是苦難，，，，每一個看過約伯的故事的人每一個看過約伯的故事的人每一個看過約伯的故事的人每一個看過約伯的故事的人，，，，都不禁問都不禁問都不禁問都不禁問：：：：義人為何義人為何義人為何義人為何

受苦受苦受苦受苦？？？？我最初以為會在研經班中找到答案我最初以為會在研經班中找到答案我最初以為會在研經班中找到答案我最初以為會在研經班中找到答案，，，，但慢慢發現原來答案是不重要但慢慢發現原來答案是不重要但慢慢發現原來答案是不重要但慢慢發現原來答案是不重要，，，，苦苦苦苦

難可以是人為的難可以是人為的難可以是人為的難可以是人為的，，，，也可以是魔鬼的作為也可以是魔鬼的作為也可以是魔鬼的作為也可以是魔鬼的作為，，，，或是上帝試煉人的一個途徑或是上帝試煉人的一個途徑或是上帝試煉人的一個途徑或是上帝試煉人的一個途徑，，，，甚至是甚至是甚至是甚至是

一個奧秘一個奧秘一個奧秘一個奧秘，，，，更可以是沒原因的更可以是沒原因的更可以是沒原因的更可以是沒原因的。。。。 

我們常常為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不幸尋求解釋我們常常為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不幸尋求解釋我們常常為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不幸尋求解釋我們常常為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不幸尋求解釋，，，，得出得出得出得出「「「「苦難對人是好的苦難對人是好的苦難對人是好的苦難對人是好的」」」」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令苦難變得有意義及正面令苦難變得有意義及正面令苦難變得有意義及正面令苦難變得有意義及正面，，，，其實對於一個正其實對於一個正其實對於一個正其實對於一個正在受苦的人來說在受苦的人來說在受苦的人來說在受苦的人來說，，，，這些解釋是這些解釋是這些解釋是這些解釋是

無法紓緩他的痛苦無法紓緩他的痛苦無法紓緩他的痛苦無法紓緩他的痛苦，，，，人往往是當事情經過後人往往是當事情經過後人往往是當事情經過後人往往是當事情經過後，，，，才懂得思想當中的意義才懂得思想當中的意義才懂得思想當中的意義才懂得思想當中的意義。。。。過去我過去我過去我過去我

一直尋索自己每段經歷所帶來的意義一直尋索自己每段經歷所帶來的意義一直尋索自己每段經歷所帶來的意義一直尋索自己每段經歷所帶來的意義，，，，嘗試把它們正面化嘗試把它們正面化嘗試把它們正面化嘗試把它們正面化，，，，但原來但原來但原來但原來，，，，我沒必要我沒必要我沒必要我沒必要

勉強自己這樣做勉強自己這樣做勉強自己這樣做勉強自己這樣做，，，，縱然那些經歷真的一縱然那些經歷真的一縱然那些經歷真的一縱然那些經歷真的一點點點點意義也沒有意義也沒有意義也沒有意義也沒有，，，，這也不減神的信實這也不減神的信實這也不減神的信實這也不減神的信實，，，，也也也也

不能因此斷定神在苦難中沒有和我在一起不能因此斷定神在苦難中沒有和我在一起不能因此斷定神在苦難中沒有和我在一起不能因此斷定神在苦難中沒有和我在一起。。。。 

有這想法以後有這想法以後有這想法以後有這想法以後，，，，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我們不會再問苦難的源頭我們不會再問苦難的源頭我們不會再問苦難的源頭我們不會再問苦難的源頭，，，，反而是在苦難反而是在苦難反而是在苦難反而是在苦難裡裡裡裡抓緊上抓緊上抓緊上抓緊上

帝帝帝帝，，，，讓祂陪伴我們走人生每一段經歷讓祂陪伴我們走人生每一段經歷讓祂陪伴我們走人生每一段經歷讓祂陪伴我們走人生每一段經歷。。。。我有時想我有時想我有時想我有時想，，，，當我回到天國見上帝時當我回到天國見上帝時當我回到天國見上帝時當我回到天國見上帝時，，，，會會會會

問上帝到底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有何意義問上帝到底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有何意義問上帝到底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有何意義問上帝到底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有何意義？？？？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刻刻刻刻意安排的意安排的意安排的意安排的？？？？可能祂可能祂可能祂可能祂

只會笑着回應說只會笑着回應說只會笑着回應說只會笑着回應說：「：「：「：「冇既冇既冇既冇既，，，，俾你體驗下啫俾你體驗下啫俾你體驗下啫俾你體驗下啫~！」！」！」！」我我我我會因為這個答案而不高興麼會因為這個答案而不高興麼會因為這個答案而不高興麼會因為這個答案而不高興麼？？？？

當然不會吧當然不會吧當然不會吧當然不會吧，，，，因為我已經親眼見到上帝因為我已經親眼見到上帝因為我已經親眼見到上帝因為我已經親眼見到上帝，，，，真知道祂了真知道祂了真知道祂了真知道祂了！！！！ 

神在旋風中向約伯顯現神在旋風中向約伯顯現神在旋風中向約伯顯現神在旋風中向約伯顯現，，，，祂沒有向他解釋苦難的目的及源由祂沒有向他解釋苦難的目的及源由祂沒有向他解釋苦難的目的及源由祂沒有向他解釋苦難的目的及源由，，，，反而說了一反而說了一反而說了一反而說了一

堆上至天文堆上至天文堆上至天文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下至地理下至地理下至地理，，，，大自然生態奇觀的東西大自然生態奇觀的東西大自然生態奇觀的東西大自然生態奇觀的東西，，，，但約伯竟然像開了竅一樣馬但約伯竟然像開了竅一樣馬但約伯竟然像開了竅一樣馬但約伯竟然像開了竅一樣馬

上向神認錯上向神認錯上向神認錯上向神認錯，，，，歸榮耀予上帝歸榮耀予上帝歸榮耀予上帝歸榮耀予上帝。。。。我想這情景好像我擬想自己在天家見上帝一樣我想這情景好像我擬想自己在天家見上帝一樣我想這情景好像我擬想自己在天家見上帝一樣我想這情景好像我擬想自己在天家見上帝一樣，，，，

已經和祂一起了已經和祂一起了已經和祂一起了已經和祂一起了，，，，已經清楚肯定過去的日子祂都一直在這兒已經清楚肯定過去的日子祂都一直在這兒已經清楚肯定過去的日子祂都一直在這兒已經清楚肯定過去的日子祂都一直在這兒，，，，沒有離開過我沒有離開過我沒有離開過我沒有離開過我，，，，

還怨什麼還怨什麼還怨什麼還怨什麼？？？？ 

我想我想我想我想，，，，今天我們今天我們今天我們今天我們未未未未必得知苦難的源由必得知苦難的源由必得知苦難的源由必得知苦難的源由，，，，但仍要繼續信靠上帝但仍要繼續信靠上帝但仍要繼續信靠上帝但仍要繼續信靠上帝，，，，他日得見祂他日得見祂他日得見祂他日得見祂

的面時的面時的面時的面時，，，，再問再問再問再問祂祂祂祂吧吧吧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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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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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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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129 113 112 146 123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17 --- 7 --- --- 62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22 22 25 19 14 20 

初中初中初中初中級級級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 8 7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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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6 12 11 14 13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7 1 12 9 6 7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4 4 5 0 6 4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8 5 3 5 7 6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17 13 7 16 16 14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 --- 4 4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 5 4 --- 5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4 39 44 30 --- 39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7 10 11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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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一一一一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20/12 27/12 3/1 10/1 17/1 24/1 31/1 

安得烈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聖誕  

大派對 
生活營 

新的開始

迎新合團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彼得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生日福音

週暨  

聖誕慶祝 

分享  

祈禱會 

新的開始

迎新合團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約翰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BBQ 

一年回顧

感恩祭 

新的開始

迎新合團 
查經 待定 傳統節目 團拜 

提摩太 
逢星期六 

下午 5:00-7:00 

代禱計劃

檢討 
CAMP 

新的開始

迎新合團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以諾 
每月第四主日 

下午 12:15 
--- 

25/12  

聖誕聯歡 

新的開始

迎新合團 
--- --- 

年卅晚 

暫停 
--- 

雅各 每月聚會兩次 --- 教友大會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以斯帖 

逢星期三 

早上

10:00-11:00 

聖經人物

問答 
聖誕慶祝 生日快樂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兒童級 

主日學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上課 假期 上課 寒假 

初中主日學

(中一至中三)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上課 假期 上課 寒假 

長者級 

主日學 

逢星期日 

早上 9:00-10:00 
聖誕聯歡 假期 第 17 課 第 18 課 寒假 

祈禱會 
逢第一﹑三 

主日崇拜後 

平安夜報

佳音： 

肢體心

靈，順利 

全年感恩

事項 

--- 

09 年教會

事工計劃

與落實 

--- 

所有事奉

人員 

升團團友

適應，新

導師的適

應 

--- --- 

註 :「---」表示該週沒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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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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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 25/12 28/12 4/1 11/1 18/1 25/1 

教會年 

將臨期 

第四主日 

(藍/紫) 

聖誕節 

(白) 

聖誕期 

第一主日 

(白) 

聖誕期 

第二主日 

(白) 

顯現期 

第一主日 

(白/綠) 

顯現期 

第二主日 

(綠) 

顯現期 

第三主日 

(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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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會 
兒童 黃日勝 合 合 黃鳳玲 --- 黃鳳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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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兒童 吳麗卿牧師 聖誕節(合) 
見証主日

(合) 
方克信教師 合 鄭瑞芬教師 合 

讀經 鄺嘉欣 李紹強 温家浩 黃鳳霞 讀經小組 周貝蔚 黃詠琪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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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31:7-14 

弗 1:3-14 

約 1:(1-9)、
10-18 

創 1:1-5 

徒 19:1-7 

可 1:4-11 

撒上 3:1-10、

(11-20) 

林前 6:12-20 

約 1:43-51 

拿 3:1-5、10 

林前 7:29-31 

可 1:14-20 

成人 李恩諾 王中真 黃德康 李恩蓓 黃佩珍 王中真 李恩諾 

司琴      

兒童 趙沛晴 --- --- 趙沛晴 --- 趙沛陽 --- 

成人 
何慧華 

梁笑琼 

田彩珍 

冼慧珊 

李志雄 

趙仕傑 

李思哲 

趙沛陽 

梁依婷 

彭采瑜 

朱婉婷 

曾清珠 

梁笑琼 

歐美連 
司獻 

兒童 梁希瑤 --- --- 李以諾 --- 黎彥彤 --- 

招待 何淑嫻 李思哲 林思諾 陳孜孜 劉珠 胡礎雯 彭采瑜 

接待小組 
Joan，之之，

貝如 

全體 

接待小組 

珊，敏儀，

君德 

李敏儀(六) 

林國豪(地) 

鄭賦然(六) 

張少芳(地) 

李翠瑤(六) 

容瑞燕(地) 

林國豪(六) 

李敏儀(地) 

詩歌 
48，81，367，

492 

101，98，

548，祢是聖

潔，265，115 

24，43，

420，427 

21，40，待

定，515 

59，128，

420，祢是聖

潔，266，226 

48，416，

502，222 

187，189，

新年快樂，

祢是聖潔，

272，主賜福

如春雨 

插花 李慈英 朱煥意 

幼童 崇拜 --- --- --- 幼兒合 謝詩淇 幼兒合 --- 

祈禱會 蔡志明 --- --- 吳牧師 --- 趙仕傑 --- 

司事執事：李紹強(十二月) 、 廖淑卿(一月) 

音響小組：趙仕傑(十二月) 、 李銘生(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