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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教會主題年教會主題年教會主題年教會主題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每日親近神每日親近神每日親近神每日親近神，，，，做個屬靈人做個屬靈人做個屬靈人做個屬靈人。。。。 (本堂同工本堂同工本堂同工本堂同工) 

天天傳福音天天傳福音天天傳福音天天傳福音，，，，宣揚上帝恩宣揚上帝恩宣揚上帝恩宣揚上帝恩。。。。 

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以上是教會今年的主題以上是教會今年的主題以上是教會今年的主題以上是教會今年的主題。。。。它並不它並不它並不它並不單單單單是一個口號是一個口號是一個口號是一個口號，，，，而是你和我一而是你和我一而是你和我一而是你和我一

起作的一個行動起作的一個行動起作的一個行動起作的一個行動，，，，亦是對大家的期望亦是對大家的期望亦是對大家的期望亦是對大家的期望。。。。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新的一年，，，，你期盼別人可以從我們的生你期盼別人可以從我們的生你期盼別人可以從我們的生你期盼別人可以從我們的生

命中學會什麼呢命中學會什麼呢命中學會什麼呢命中學會什麼呢？？？？    

看了一篇文章看了一篇文章看了一篇文章看了一篇文章，，，，和大家彼此勸勉和大家彼此勸勉和大家彼此勸勉和大家彼此勸勉：《：《：《：《紐約時報紐約時報紐約時報紐約時報》》》》首席外交及記者兼專欄作首席外交及記者兼專欄作首席外交及記者兼專欄作首席外交及記者兼專欄作

家弗里曼家弗里曼家弗里曼家弗里曼(Thomas Friedman)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新聞從業員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新聞從業員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新聞從業員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新聞從業員。。。。他說到他說到他說到他說到：「：「：「：「新新新新

時代的競爭者時代的競爭者時代的競爭者時代的競爭者，，，，必須具備這些特質必須具備這些特質必須具備這些特質必須具備這些特質：：：：你很特殊你很特殊你很特殊你很特殊、、、、你很專業你很專業你很專業你很專業、、、、你很會深耕你很會深耕你很會深耕你很會深耕，，，，或者或者或者或者，，，，

你很會調適自己你很會調適自己你很會調適自己你很會調適自己。。。。」」」」    

「「「「深耕深耕深耕深耕」」」」這兩個字這兩個字這兩個字這兩個字，，，，藉得我們領悟和反思藉得我們領悟和反思藉得我們領悟和反思藉得我們領悟和反思。。。。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生命本身生命本身生命本身生命本身委委委委實需要實需要實需要實需要

「「「「深耕深耕深耕深耕」，「」，「」，「」，「深耕深耕深耕深耕」」」」能夠叫我們生命繼續向前和追求靈裏的成長能夠叫我們生命繼續向前和追求靈裏的成長能夠叫我們生命繼續向前和追求靈裏的成長能夠叫我們生命繼續向前和追求靈裏的成長、「、「、「、「深耕深耕深耕深耕」」」」叫我叫我叫我叫我

們在上帝的話語中有深化的體會和學習們在上帝的話語中有深化的體會和學習們在上帝的話語中有深化的體會和學習們在上帝的話語中有深化的體會和學習、「、「、「、「深耕深耕深耕深耕」」」」亦叫我們進入別人生命亦叫我們進入別人生命亦叫我們進入別人生命亦叫我們進入別人生命，，，，體體體體

會不同生命的豐富與內涵會不同生命的豐富與內涵會不同生命的豐富與內涵會不同生命的豐富與內涵。。。。我深信這樣的操練我深信這樣的操練我深信這樣的操練我深信這樣的操練，，，，生命便能夠彼此造就和建立生命便能夠彼此造就和建立生命便能夠彼此造就和建立生命便能夠彼此造就和建立，，，，

福音才能夠在我們的身上傳揚出去福音才能夠在我們的身上傳揚出去福音才能夠在我們的身上傳揚出去福音才能夠在我們的身上傳揚出去。。。。    

1 月月月月 8 日有機會參加沙田多元老人社區服務中心舉辦日有機會參加沙田多元老人社區服務中心舉辦日有機會參加沙田多元老人社區服務中心舉辦日有機會參加沙田多元老人社區服務中心舉辦「「「「金牛獻瑞團年飯金牛獻瑞團年飯金牛獻瑞團年飯金牛獻瑞團年飯」，」，」，」，

當晚我看見什麼呢當晚我看見什麼呢當晚我看見什麼呢當晚我看見什麼呢？？？？我看見一班同工們為我看見一班同工們為我看見一班同工們為我看見一班同工們為着着着着一年一度的節慶一年一度的節慶一年一度的節慶一年一度的節慶，，，，各盡其職各盡其職各盡其職各盡其職、、、、熱情熱情熱情熱情

款待款待款待款待，，，，盼能將最好的服侍給一班長者盼能將最好的服侍給一班長者盼能將最好的服侍給一班長者盼能將最好的服侍給一班長者，，，，使他們得到受惠和滿足使他們得到受惠和滿足使他們得到受惠和滿足使他們得到受惠和滿足，，，，當晚出現了一當晚出現了一當晚出現了一當晚出現了一

幅幅幅幅很美麗圖畫很美麗圖畫很美麗圖畫很美麗圖畫：：：：有位長者更被當晚氣氛吸引著走了出來跳舞有位長者更被當晚氣氛吸引著走了出來跳舞有位長者更被當晚氣氛吸引著走了出來跳舞有位長者更被當晚氣氛吸引著走了出來跳舞，，，，引起全場歡呼引起全場歡呼引起全場歡呼引起全場歡呼

聲聲聲聲。。。。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願新的一年願新的一年願新的一年願新的一年，，，，無論教會和個人無論教會和個人無論教會和個人無論教會和個人，，，，身邊的人都能從我們的身上得身邊的人都能從我們的身上得身邊的人都能從我們的身上得身邊的人都能從我們的身上得

著幫助和感染著幫助和感染著幫助和感染著幫助和感染，，，，又願新的一年又願新的一年又願新的一年又願新的一年，，，，大家為未來加油大家為未來加油大家為未來加油大家為未來加油、、、、打氣吧打氣吧打氣吧打氣吧！！！！YEAH! 

保羅說保羅說保羅說保羅說：「：「：「：「弟兄姊妹們弟兄姊妹們弟兄姊妹們弟兄姊妹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就就就就

是忘記背後是忘記背後是忘記背後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努力面前的努力面前的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向著標竿直跑向著標竿直跑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

來得的獎賞來得的獎賞來得的獎賞來得的獎賞。」。」。」。」(腓三腓三腓三腓三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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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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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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88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8 人人人人；；；；領餐者領餐者領餐者領餐者 97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6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1 人人人人。。。。 

2. 本堂本年度第二次教本堂本年度第二次教本堂本年度第二次教本堂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友大會已於友大會已於友大會已於 2009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28 日崇拜後順利舉行日崇拜後順利舉行日崇拜後順利舉行日崇拜後順利舉行，，，，會中通過會中通過會中通過會中通過 09

年聖工計劃及財政預算案年聖工計劃及財政預算案年聖工計劃及財政預算案年聖工計劃及財政預算案，，，，並對李志雄弟兄並對李志雄弟兄並對李志雄弟兄並對李志雄弟兄、、、、彭雅頌姊妹及戴師母的事奉深表謝彭雅頌姊妹及戴師母的事奉深表謝彭雅頌姊妹及戴師母的事奉深表謝彭雅頌姊妹及戴師母的事奉深表謝

意意意意，，，，願上帝親自報答他們願上帝親自報答他們願上帝親自報答他們願上帝親自報答他們。。。。 

3. 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2008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25 日聖誕節有日聖誕節有日聖誕節有日聖誕節有 6 位新葡加入本堂成為教友位新葡加入本堂成為教友位新葡加入本堂成為教友位新葡加入本堂成為教友，，，，另有另有另有另有 4 位接受堅位接受堅位接受堅位接受堅

信禮信禮信禮信禮，，，，分別為分別為分別為分別為：：：：接受成人洗禮有王玉珍接受成人洗禮有王玉珍接受成人洗禮有王玉珍接受成人洗禮有王玉珍、、、、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接受嬰兒洗禮有李以勒接受嬰兒洗禮有李以勒接受嬰兒洗禮有李以勒接受嬰兒洗禮有李以勒；；；；

接受轉堂禮有林思諾接受轉堂禮有林思諾接受轉堂禮有林思諾接受轉堂禮有林思諾、、、、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接受堅信禮有林思諾接受堅信禮有林思諾接受堅信禮有林思諾接受堅信禮有林思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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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同連同連同連同 08 年復活節的年復活節的年復活節的年復活節的 6 位新教友位新教友位新教友位新教友，，，，本堂教友登記人數從去年之本堂教友登記人數從去年之本堂教友登記人數從去年之本堂教友登記人數從去年之 171，，，，增至增至增至增至 183 人人人人。。。。 

4. 本堂傳栽部與主日學部將於本堂傳栽部與主日學部將於本堂傳栽部與主日學部將於本堂傳栽部與主日學部將於 2 月月月月 1 日假本堂合辦日假本堂合辦日假本堂合辦日假本堂合辦「「「「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時時時時間為下午間為下午間為下午間為下午 1:30~5:30，，，，

研讀經卷為雅各書研讀經卷為雅各書研讀經卷為雅各書研讀經卷為雅各書，，，，請參加者預先瀏請參加者預先瀏請參加者預先瀏請參加者預先瀏覽覽覽覽該書卷最少一次或以上該書卷最少一次或以上該書卷最少一次或以上該書卷最少一次或以上。。。。 

5. 本年度第一次學道班將於本年度第一次學道班將於本年度第一次學道班將於本年度第一次學道班將於 2 月月月月 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4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共十堂共十堂共十堂共十堂)開課開課開課開課，，，，歡迎凡對基督教有興歡迎凡對基督教有興歡迎凡對基督教有興歡迎凡對基督教有興

趣認識者趣認識者趣認識者趣認識者，，，，或將領洗者參或將領洗者參或將領洗者參或將領洗者參加加加加，，，，詳情向吳牧師查詢詳情向吳牧師查詢詳情向吳牧師查詢詳情向吳牧師查詢。。。。 

6. 本會青少年部定於本會青少年部定於本會青少年部定於本會青少年部定於 2 月月月月 7 日假信義中學舉行青少年大會日假信義中學舉行青少年大會日假信義中學舉行青少年大會日假信義中學舉行青少年大會，，，，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Click 入信義家入信義家入信義家入信義家，，，，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12~25 歲青少年人參加歲青少年人參加歲青少年人參加歲青少年人參加，，，，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0，，，，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1 月月月月 23 日日日日，，，，請向各團導師查詢請向各團導師查詢請向各團導師查詢請向各團導師查詢

及報名及報名及報名及報名。。。。 

7. 本會信徒培育部聖樂禮儀工作小組成立的本會信徒培育部聖樂禮儀工作小組成立的本會信徒培育部聖樂禮儀工作小組成立的本會信徒培育部聖樂禮儀工作小組成立的「「「「信義會詩班信義會詩班信義會詩班信義會詩班」」」」現正招收新年度成員現正招收新年度成員現正招收新年度成員現正招收新年度成員，，，，歡歡歡歡

迎肢體報名迎肢體報名迎肢體報名迎肢體報名，，，，詳詳詳詳情請參閱海報或向崇拜部蔡志明姊妹查詢情請參閱海報或向崇拜部蔡志明姊妹查詢情請參閱海報或向崇拜部蔡志明姊妹查詢情請參閱海報或向崇拜部蔡志明姊妹查詢。。。。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連連連連珮瑩姊妹的姐姐因腎功能出現問題珮瑩姊妹的姐姐因腎功能出現問題珮瑩姊妹的姐姐因腎功能出現問題珮瑩姊妹的姐姐因腎功能出現問題，，，，需洗腎及等待換腎需洗腎及等待換腎需洗腎及等待換腎需洗腎及等待換腎，，，，連珮瑩將是捐腎者連珮瑩將是捐腎者連珮瑩將是捐腎者連珮瑩將是捐腎者，，，，請請請請

為連家倆姊妹的健康代禱為連家倆姊妹的健康代禱為連家倆姊妹的健康代禱為連家倆姊妹的健康代禱。。。。 

2. 本堂前任幹事王淑儀姊妹已懷孕三個月本堂前任幹事王淑儀姊妹已懷孕三個月本堂前任幹事王淑儀姊妹已懷孕三個月本堂前任幹事王淑儀姊妹已懷孕三個月，，，，請在禱告中記念姊妹及所懷的胎兒請在禱告中記念姊妹及所懷的胎兒請在禱告中記念姊妹及所懷的胎兒請在禱告中記念姊妹及所懷的胎兒。。。。 

3. 曾蓮珠姊妹及曾清珠姊妹最近分別健康欠佳曾蓮珠姊妹及曾清珠姊妹最近分別健康欠佳曾蓮珠姊妹及曾清珠姊妹最近分別健康欠佳曾蓮珠姊妹及曾清珠姊妹最近分別健康欠佳，，，，曾蓮珠亦曾入住醫院曾蓮珠亦曾入住醫院曾蓮珠亦曾入住醫院曾蓮珠亦曾入住醫院，，，，請為她們代請為她們代請為她們代請為她們代

禱禱禱禱。。。。 

4. 趙仕傑弟兄之母親黃世琼女士腎臟有惡性腫瘤趙仕傑弟兄之母親黃世琼女士腎臟有惡性腫瘤趙仕傑弟兄之母親黃世琼女士腎臟有惡性腫瘤趙仕傑弟兄之母親黃世琼女士腎臟有惡性腫瘤，，，，已於本月已於本月已於本月已於本月 9 月接受割除手術月接受割除手術月接受割除手術月接受割除手術,請記請記請記請記

念趙老念趙老念趙老念趙老太太太太的康復的康復的康復的康復。。。。 

5. 黎英婆婆已入住護老院黎英婆婆已入住護老院黎英婆婆已入住護老院黎英婆婆已入住護老院，，，，請為其適應代禱請為其適應代禱請為其適應代禱請為其適應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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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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新一年教會及各部整體聖工計劃及落實禱告為新一年教會及各部整體聖工計劃及落實禱告為新一年教會及各部整體聖工計劃及落實禱告為新一年教會及各部整體聖工計劃及落實禱告，，，，讓肢體靈命得着培育與提昇讓肢體靈命得着培育與提昇讓肢體靈命得着培育與提昇讓肢體靈命得着培育與提昇。。。。 

2. 為事奉人員為事奉人員為事奉人員為事奉人員、、、、教牧身心靈禱告教牧身心靈禱告教牧身心靈禱告教牧身心靈禱告，，，，求上帝賜靈才求上帝賜靈才求上帝賜靈才求上帝賜靈才、、、、靈力靈力靈力靈力。。。。 

3. 為身體軟弱為身體軟弱為身體軟弱為身體軟弱、、、、患病肢體及其家人禱告患病肢體及其家人禱告患病肢體及其家人禱告患病肢體及其家人禱告。。。。 

4. 為本堂繼續尋索核心價值禱告為本堂繼續尋索核心價值禱告為本堂繼續尋索核心價值禱告為本堂繼續尋索核心價值禱告。。。。 

5. 為世界為世界為世界為世界(特別中東特別中東特別中東特別中東)的和平禱告的和平禱告的和平禱告的和平禱告，，，，祈求減少紛爭和戰亂祈求減少紛爭和戰亂祈求減少紛爭和戰亂祈求減少紛爭和戰亂。。。。 

 

2009 年年年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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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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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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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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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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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日日日) 東涌福音事東涌福音事東涌福音事東涌福音事工步行籌款工步行籌款工步行籌款工步行籌款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21(六六六六) 校董校長培訓校董校長培訓校董校長培訓校董校長培訓日日日日 校董校長校董校長校董校長校董校長 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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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28(六六六六) 老人中心福音聚會老人中心福音聚會老人中心福音聚會老人中心福音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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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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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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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2 3/2 4/2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5/2 6/2 7/2*陳日溢陳日溢陳日溢陳日溢 8/2 

9/2 10/2 11/2 12/2 13/2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14/2 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 

 

15/2 李國強李國強李國強李國強 

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 

16/2 梁兆琪梁兆琪梁兆琪梁兆琪 17/2 18/2 19/2 20/2 21/2 22/2 

23/2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24/2 25/2 26/2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27/2 28/2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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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事奉年事奉年事奉年事奉人員名單人員名單人員名單人員名單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事奉團隊事奉團隊事奉團隊事奉團隊    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同 工 ：吳麗卿牧師、方克信教師、鄭瑞芬教師 

*趙仕傑、吳麗卿牧師     主 席 ：趙仕傑 

     副主席 ：楊寶蓮 

     文 書 ：温家浩 

     會 計 ：何俊威 

     司 庫 ：蔡志明 

 基金管理基金管理基金管理基金管理    發展基金：吳麗卿牧師、執事會 

     差傳基金：吳麗卿牧師、李志雄、李紹強 

     慈惠基金：吳麗卿牧師、方克信教師、趙仕傑、王志森 

     培訓資助：吳麗卿牧師、執事會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崇拜小組崇拜小組崇拜小組崇拜小組    
*蔡志明、趙仕傑、李紹強、何俊威、溫家浩、楊寶蓮、廖淑卿、李志雄、 

黃日勝、黃鳳玲、黃鳳霞 

*蔡志明、吳麗卿牧師 兒童崇拜兒童崇拜兒童崇拜兒童崇拜    *黃日勝、楊寶蓮、黃鳳玲、黃鳳霞 

 幼童崇拜幼童崇拜幼童崇拜幼童崇拜    *張振雄、謝詩淇、何淑嫻、王志森、林愛諾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黃佩珍、王中真、黃德康、廖淑卿、黃碧瑤、李恩蓓、李恩諾、譚佩珠、 

趙沛晴、趙沛陽 

 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    

*黃鳳玲、*盧韻怡、*蔡志明、王中真、黃鳳霞、黃佩珍、廖淑卿、黃碧瑤、 

周貝蔚、朱婉婷、黃詠琪、黃德康、李志雄、李恩諾、梁希桐、林志雄、 

黃力之、李恩蓓 

 讀經員讀經員讀經員讀經員    

*蔡志明、黃鳳霞、廖淑卿、黃碧瑤、周貝蔚、盧韻怡、朱婉婷、黃詠琪、 

黃德康、黃力之、李恩蓓、周貝如、趙沛晴、王欣穎、李恩諾、趙仕傑、 

李紹強、溫家浩、鄭翠瓊、彭采瑜、梁詩雅、黎美君、鄺嘉欣、單志榮、 

連佩瑩、彭雅頌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李銘生、范振毅、譚志雄、梁健華 

 插插插插        花花花花    朱煥意、梁笑琼、李慈英、廖淑卿、黃鳳霞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何俊威、鄭瑞芬教師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鄭教師、朱婉婷 --------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吳牧師、連珮瑩、黃碧瑤 --------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方教師、鄭翠瓊、林國豪 梁希桐、馮瑞傑、謝月轉、蔡碧君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温家浩、張振雄、謝詩淇 盧韻怡、黃力之、梁詩雅、彭采瑜、周貝蔚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吳牧師、鄭教師 蔡志明、張少芳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吳牧師、方教師 李志雄、何俊威、黃鳳玲、李翠瑤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鄭教師、黃鳯霞、聶燕萍、林翠蘭 李美蓮、何慧華、王小微 

 籃球團契籃球團契籃球團契籃球團契    何俊威、曾偉倫  

 制服團契制服團契制服團契制服團契    吳牧師、鄭教師、鄭翠瓊、何達恆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李志雄、鄭賦然、連珮瑩、黃詠琪、陳敏嫺、林國豪、温家浩 

*李紹強、方克信教師 傳道事工傳道事工傳道事工傳道事工    差關小組代表：李志雄 

     佈道小組代表：連珮瑩  

     組員：黃詠琪、陳敏嫺、林國豪、鄭賦然 

 栽培事工栽培事工栽培事工栽培事工    組員代表：温家浩 

主主主主日學部日學部日學部日學部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何俊威、黃鳳霞 

*温家浩、*楊寶蓮、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盧韻怡、林國豪、冼慧珊、李慈英、蔡志明、李恩蓓、周貝如 

方克信教師 青成青成青成青成    教牧、李紹強 

 初中初中初中初中    方克信教師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羅巧雲、林國豪、李敏儀、張少芳、容瑞燕、李翠瑤、鄭賦然 

*廖淑卿、吳麗卿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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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祈禱會負責人及主題年祈禱會負責人及主題年祈禱會負責人及主題年祈禱會負責人及主題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09 年教會事工計劃與落實年教會事工計劃與落實年教會事工計劃與落實年教會事工計劃與落實 
1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所有事奉人員所有事奉人員所有事奉人員所有事奉人員    
1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 

升團團友適應升團團友適應升團團友適應升團團友適應，，，，新導師的適應新導師的適應新導師的適應新導師的適應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教會核心價值建立教會核心價值建立教會核心價值建立教會核心價值建立    2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肢體需要肢體需要肢體需要肢體需要    

鄭教師鄭教師鄭教師鄭教師    

基督徒商人見証基督徒商人見証基督徒商人見証基督徒商人見証    
2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世界公平貿易世界公平貿易世界公平貿易世界公平貿易    
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聖週肢體心靈預備聖週肢體心靈預備聖週肢體心靈預備聖週肢體心靈預備    3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肢體靈命追求肢體靈命追求肢體靈命追求肢體靈命追求    

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    

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教育服務教育服務教育服務教育服務    
3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本港教育政策與老師學生適應本港教育政策與老師學生適應本港教育政策與老師學生適應本港教育政策與老師學生適應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立聖餐日聚會參與及準備立聖餐日聚會參與及準備立聖餐日聚會參與及準備立聖餐日聚會參與及準備    4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新葡的信仰生活新葡的信仰生活新葡的信仰生活新葡的信仰生活、、、、適應適應適應適應    
4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    5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 
本港社會服務政策與配本港社會服務政策與配本港社會服務政策與配本港社會服務政策與配套套套套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差傳事工參與差傳事工參與差傳事工參與差傳事工參與    
5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 

宣教士的事奉和生活宣教士的事奉和生活宣教士的事奉和生活宣教士的事奉和生活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差傳雙週講員差傳雙週講員差傳雙週講員差傳雙週講員    6 月月月月 7 日日日日 
肢體對差傳的心志肢體對差傳的心志肢體對差傳的心志肢體對差傳的心志    

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    

信小福音營信小福音營信小福音營信小福音營    
6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 

營導師的預備與見証營導師的預備與見証營導師的預備與見証營導師的預備與見証    
鄭鄭鄭鄭賦然賦然賦然賦然    

暑期福音性活動暑期福音性活動暑期福音性活動暑期福音性活動    7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 
肢體的參與和服事肢體的參與和服事肢體的參與和服事肢體的參與和服事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全球問題全球問題全球問題全球問題：：：：環保環保環保環保、、、、暖化暖化暖化暖化、、、、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7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教會的少年事工教會的少年事工教會的少年事工教會的少年事工    8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 
 

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彼得團契及團友彼得團契及團友彼得團契及團友彼得團契及團友    
8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教會的青年事工教會的青年事工教會的青年事工教會的青年事工    9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提摩太團契及團友提摩太團契及團友提摩太團契及團友提摩太團契及團友    
9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教會的成人事工教會的成人事工教會的成人事工教會的成人事工    10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雅各團契及團友雅各團契及團友雅各團契及團友雅各團契及團友    
10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教會的長者事工教會的長者事工教會的長者事工教會的長者事工    11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以斯帖團契及團友以斯帖團契及團友以斯帖團契及團友以斯帖團契及團友、、、、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11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    

將臨期肢體的身心靈預備將臨期肢體的身心靈預備將臨期肢體的身心靈預備將臨期肢體的身心靈預備    12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預備聖誕來臨的事工籌備預備聖誕來臨的事工籌備預備聖誕來臨的事工籌備預備聖誕來臨的事工籌備    
12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預備洗禮者的各方面裝備預備洗禮者的各方面裝備預備洗禮者的各方面裝備預備洗禮者的各方面裝備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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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體驗 
本堂支持教友參加總辦海宣部以下短宣體驗活動 : 

1. 泰國短宣9天團，   日期 : 20-28/7/2009 

2. 柬埔寨短宣8天團，   日期 : 3-10/8/2009 

3. 柬埔寨醫療短宣8天團，  日期 : 7-14/11/2009 

4. 斐濟短宣23天體驗團，  日期 : 9-31/12/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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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穎雯宣教士在 Samrong 教會的事奉祈禱，也請繼續記念 Home-of-Grace 的媽媽和嬰幼兒。 

2. 為雪玲宣教士遷往東北部，於 Khohnoi 教會服事的適應祈禱。 

3. 請記念泰國的政局、民生，和教會於亂局中的見證。 

柬埔寨 

1. 求上帝保守周于琴宣教士，在面對文化差異或衝擊時，能有彈性、慢慢來、不要急，並從上帝的話

語中得着安慰。 

2. 求上帝加力予周姑娘，在學習柬埔寨文上有好開始，能了解更多柬埔寨人所表達及沒有表達的。 

3. 求上帝看顧柬埔寨的孩子們，使他們可以在祂的愛中好好成長。 

4. 求上帝保守周姑娘與將要同住的新加坡宣教士的配搭和支持。 

[註] 與周姑娘聯絡方法如下： 

(i)弟兄姊妹可以繼續發短訊至周姑娘的本港手機號碼，周姑娘會每兩、三天查閱。 

(ii)以長途電話致電，在香港可撥 855-89-608-841（請留意「時差」）。 

(iii) 電郵──hahakamhehe@ymail.com 

(iv) 郵箱──P.O.Box 1182, Phnom Penh, Cambodia 

斐濟 

1. 懇求聖靈繼續在各曾參與短宣的隊員心中動工，讓宣教的心能持續。 

 

海外宣教部  
1.  12/2（ 四 ），7:30-9:00pm，在 信 義 樓 五 樓 舉 行 差 傳 月 禱 會，歡 迎 關 心 差 會 及 宣 教 士

的 肢 體 齊 來 守 望 。  

2.  22/2（ 日 ）下 午 舉 行 各 堂 差 傳 委 員 退 修 會，求 聖 靈 復 興 宣 教 服 侍 者 的 生 命。（ 地 點 ：

沙 田 靈 基 營 ， 請 儘 速 報 名 。 ）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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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建普世基督身體裡的宣教協作夥伴宣教研討會 

講員：Dr. William D. Taylor, Ph.D.（威廉‧ 戴勒博士） 

   Senior Mentor, Global Ambassador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 Commission 

研討會 (一)    『聯手訓練宣教士，避免損兵』 

日期：2009 年 1 月 16 日(五)  時間：晚上 7:00-9:30 

研討會 (二)    『攜手關顧宣教士，預防折將』 

日期：2009 年 1 月 17 日(六)  時間：下午 2:00-5:00 

研討會 (三）   『全球金融海嘯下的國際宣教協作』 

日期：2009 年 1 月 19 日(一)  時間：下午 2:00-5:00 

地點：建道神學院市區校園，香港灣仔蘭杜街 2 號麗都大廈一樓 

對象：神學院教授、神學生、教牧、差會同工、宣教士、教會領袖和有志差傳的信徒 

收費：每日$90、全時間神學生/宣教士每日$80、5 人集體報名每人每日$80、3 日套票$250 

查詢：建道神學院戴小姐 2981 0345 內線 216 

 
 

++++++++++++++++++++++++++++++++++++++++++++++++++++++++++++++++++++++++++++++++++++++++++++++++++++++++++++++++++++++++++++++++++++++++++++++++++++++++++++++++++++++++++++++++++++++++++++++++++++    

 
信義宗神學院延伸課程部2009 年2 月份短期課程 
創意的崇拜：創意讀經及誦唱經文 課程編號：SW383（2008-2009 Spring, 1 學分） 

講師：伍中恩教授 
創意的崇拜： 

介紹禮儀中不同的藝術表達和符號使用。課程內容包括禮儀舞、話劇、聽覺及視覺藝術、教會年
插花藝術等等使崇拜更具創意。是次課程主要介紹經文誦讀於崇拜中的應用。 
課程內容： 

1. 讀經員在崇拜中宣讀聖言是代表上帝親自向祂的子民說話，闡明 

   救恩的奧秘。因此聖言宣讀的責任是非常重要的。 

2. 這課程透過詩篇的詠唱、氣功的操練、經文的創意誦讀與默想， 

使學員能學習如何被聖言更新、轉化、與上帝契合。 

 
日 期：2009 年2 月10 日至3 月3 日（逢星期二）四堂 

時 間：晚上7:00 － 9:00 

地 點：信義會信義樓5 樓（油麻地窩打老道50A） 

旁 聽 費：$400（即場報名$440） 

截止報名：2 月 3 日或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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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蔡志蔡志蔡志蔡志明明明明姊妹姊妹姊妹姊妹（（（（崇拜部執事崇拜部執事崇拜部執事崇拜部執事）））） 

在兩年的崇拜事奉中在兩年的崇拜事奉中在兩年的崇拜事奉中在兩年的崇拜事奉中，，，，大大的得到從上而來的恩典大大的得到從上而來的恩典大大的得到從上而來的恩典大大的得到從上而來的恩典，，，，而且非常希望大家也可以從投而且非常希望大家也可以從投而且非常希望大家也可以從投而且非常希望大家也可以從投

入崇拜開始入崇拜開始入崇拜開始入崇拜開始，，，，讓上帝大大的為你打氣讓上帝大大的為你打氣讓上帝大大的為你打氣讓上帝大大的為你打氣、、、、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無論你是年少的無論你是年少的無論你是年少的無論你是年少的、、、、年長的年長的年長的年長的，，，，上帝都非常非上帝都非常非上帝都非常非上帝都非常非

常等待與你親近常等待與你親近常等待與你親近常等待與你親近，，，，衪已對你作出多次邀請衪已對你作出多次邀請衪已對你作出多次邀請衪已對你作出多次邀請！！！！你呢你呢你呢你呢？？？？你渴望親近上帝嗎你渴望親近上帝嗎你渴望親近上帝嗎你渴望親近上帝嗎？？？？    

崇拜部由今年崇拜部由今年崇拜部由今年崇拜部由今年 1111 月開始月開始月開始月開始，，，，會邀請弟兄姊妹會邀請弟兄姊妹會邀請弟兄姊妹會邀請弟兄姊妹，，，，分享一些在崇拜中的感恩分享一些在崇拜中的感恩分享一些在崇拜中的感恩分享一些在崇拜中的感恩、、、、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得着得着得着得着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雖然我要鼓起勇氣四處作出邀請雖然我要鼓起勇氣四處作出邀請雖然我要鼓起勇氣四處作出邀請雖然我要鼓起勇氣四處作出邀請，，，，但我相信都是值得的但我相信都是值得的但我相信都是值得的但我相信都是值得的。。。。希望你可以從各位的文希望你可以從各位的文希望你可以從各位的文希望你可以從各位的文

章中章中章中章中，，，，得着鼓勵得着鼓勵得着鼓勵得着鼓勵。。。。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崇拜部亦期待你跟我們分享崇拜部亦期待你跟我們分享崇拜部亦期待你跟我們分享崇拜部亦期待你跟我們分享！！！！！！！！    

如果你未能全如果你未能全如果你未能全如果你未能全情情情情的投入崇拜的投入崇拜的投入崇拜的投入崇拜，，，，又或者未能在崇拜中感受到與神相遇又或者未能在崇拜中感受到與神相遇又或者未能在崇拜中感受到與神相遇又或者未能在崇拜中感受到與神相遇，，，，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緊，，，，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你今年你今年你今年你今年報讀由主日學部舉辦相關之課程報讀由主日學部舉辦相關之課程報讀由主日學部舉辦相關之課程報讀由主日學部舉辦相關之課程。。。。讓靈命得着提昇讓靈命得着提昇讓靈命得着提昇讓靈命得着提昇，，，，成為一個更火熱的基督徒成為一個更火熱的基督徒成為一個更火熱的基督徒成為一個更火熱的基督徒。。。。    

周貝蔚姊妹周貝蔚姊妹周貝蔚姊妹周貝蔚姊妹（（（（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 

早前報名參加了信義宗神學院開辦的早前報名參加了信義宗神學院開辦的早前報名參加了信義宗神學院開辦的早前報名參加了信義宗神學院開辦的<<<<崇拜禮儀與更新崇拜禮儀與更新崇拜禮儀與更新崇拜禮儀與更新>>>>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在過程中在過程中在過程中在過程中，，，，我學習到我學習到我學習到我學習到

敬拜的態度敬拜的態度敬拜的態度敬拜的態度，，，，就是謙卑就是謙卑就是謙卑就是謙卑。。。。    

課程導師教授一種向上帝謙卑的練習課程導師教授一種向上帝謙卑的練習課程導師教授一種向上帝謙卑的練習課程導師教授一種向上帝謙卑的練習：：：：她一邊躬身她一邊躬身她一邊躬身她一邊躬身，，，，一邊唱著短詩一邊唱著短詩一邊唱著短詩一邊唱著短詩────────「「「「但願榮耀但願榮耀但願榮耀但願榮耀

歸與聖父歸與聖父歸與聖父歸與聖父，，，，聖子聖子聖子聖子，，，，聖靈聖靈聖靈聖靈；；；；起初這樣起初這樣起初這樣起初這樣，，，，現在這樣現在這樣現在這樣現在這樣，，，，以後也這樣以後也這樣以後也這樣以後也這樣，，，，永無窮盡永無窮盡永無窮盡永無窮盡」。」。」。」。當我做完這個當我做完這個當我做完這個當我做完這個

練習後練習後練習後練習後，，，，整個人也平靜下來整個人也平靜下來整個人也平靜下來整個人也平靜下來，，，，感受到上帝在當中做主感受到上帝在當中做主感受到上帝在當中做主感受到上帝在當中做主。。。。我明白到當我願意謙卑屈膝下來我明白到當我願意謙卑屈膝下來我明白到當我願意謙卑屈膝下來我明白到當我願意謙卑屈膝下來，，，，

上帝就會工作上帝就會工作上帝就會工作上帝就會工作，，，，造造造造就我的生命就我的生命就我的生命就我的生命。。。。    

盼望弟兄姊妹一齊努力盼望弟兄姊妹一齊努力盼望弟兄姊妹一齊努力盼望弟兄姊妹一齊努力，，，，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敬拜上帝，，，，讓祂在你我的生命中作主讓祂在你我的生命中作主讓祂在你我的生命中作主讓祂在你我的生命中作主。。。。    

吳吳吳吳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 

郭乃弘牧師曾在郭乃弘牧師曾在郭乃弘牧師曾在郭乃弘牧師曾在「「「「基督教教會崇拜的重探基督教教會崇拜的重探基督教教會崇拜的重探基督教教會崇拜的重探」」」」序言中序言中序言中序言中，，，，對崇拜有以下的對崇拜有以下的對崇拜有以下的對崇拜有以下的體會體會體會體會，，，，我只取我只取我只取我只取

錄其中一小段錄其中一小段錄其中一小段錄其中一小段：「：「：「：「今天的崇拜往往流於因循今天的崇拜往往流於因循今天的崇拜往往流於因循今天的崇拜往往流於因循，，，，參加崇拜的信徒態度草率參加崇拜的信徒態度草率參加崇拜的信徒態度草率參加崇拜的信徒態度草率。。。。崇拜的主禮常崇拜的主禮常崇拜的主禮常崇拜的主禮常

按個人的喜好按個人的喜好按個人的喜好按個人的喜好，，，，隨意修改崇拜的方式及內容隨意修改崇拜的方式及內容隨意修改崇拜的方式及內容隨意修改崇拜的方式及內容，，，，更使今天基督教的崇拜逐漸失去敬虔和意更使今天基督教的崇拜逐漸失去敬虔和意更使今天基督教的崇拜逐漸失去敬虔和意更使今天基督教的崇拜逐漸失去敬虔和意

義義義義，，，，以致崇拜再不能承載個別信徒和教會群體的信仰經驗以致崇拜再不能承載個別信徒和教會群體的信仰經驗以致崇拜再不能承載個別信徒和教會群體的信仰經驗以致崇拜再不能承載個別信徒和教會群體的信仰經驗，，，，發揮基督教會應有的力量發揮基督教會應有的力量發揮基督教會應有的力量發揮基督教會應有的力量。」。」。」。」    

信義會屬於禮儀教會信義會屬於禮儀教會信義會屬於禮儀教會信義會屬於禮儀教會，，，，一般人對禮儀的印象是死板一般人對禮儀的印象是死板一般人對禮儀的印象是死板一般人對禮儀的印象是死板、、、、古老古老古老古老、、、、冗長冗長冗長冗長、、、、沈悶沈悶沈悶沈悶…………，，，，但我卻但我卻但我卻但我卻

十分喜愛他十分喜愛他十分喜愛他十分喜愛他，，，，不為什麼不為什麼不為什麼不為什麼，，，，只只只只因在禮儀崇拜中我遇見上帝因在禮儀崇拜中我遇見上帝因在禮儀崇拜中我遇見上帝因在禮儀崇拜中我遇見上帝。。。。    

每次崇拜每次崇拜每次崇拜每次崇拜，，，，從開會禮從開會禮從開會禮從開會禮((((預備禮預備禮預備禮預備禮))))、、、、聖道禮聖道禮聖道禮聖道禮、、、、回應禮回應禮回應禮回應禮、、、、聖餐禮以至差遣禮聖餐禮以至差遣禮聖餐禮以至差遣禮聖餐禮以至差遣禮，，，，每個環節每個環節每個環節每個環節，，，，一一一一

個接一個緊扣着個接一個緊扣着個接一個緊扣着個接一個緊扣着，，，，我都深深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我都深深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我都深深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我都深深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而肢體們在崇拜中的互動而肢體們在崇拜中的互動而肢體們在崇拜中的互動而肢體們在崇拜中的互動，，，，更更更更構構構構成一幅成一幅成一幅成一幅

同心合意敬拜同心合意敬拜同心合意敬拜同心合意敬拜、、、、歌頌上帝的美歌頌上帝的美歌頌上帝的美歌頌上帝的美麗麗麗麗圖畫圖畫圖畫圖畫。。。。    

去年年底有機會報讀一個有關崇拜更新的課程去年年底有機會報讀一個有關崇拜更新的課程去年年底有機會報讀一個有關崇拜更新的課程去年年底有機會報讀一個有關崇拜更新的課程，，，，便我對禮儀崇拜有更深的認識便我對禮儀崇拜有更深的認識便我對禮儀崇拜有更深的認識便我對禮儀崇拜有更深的認識，，，，更更更更

體會到這是信義會一份寶貴的產業體會到這是信義會一份寶貴的產業體會到這是信義會一份寶貴的產業體會到這是信義會一份寶貴的產業，，，，不容丟棄不容丟棄不容丟棄不容丟棄。。。。    

若你還未能體會到在崇拜若你還未能體會到在崇拜若你還未能體會到在崇拜若你還未能體會到在崇拜過程中的經歷和得着過程中的經歷和得着過程中的經歷和得着過程中的經歷和得着，，，，歡迎你多參加崇拜歡迎你多參加崇拜歡迎你多參加崇拜歡迎你多參加崇拜，，，，多閱讀有關書多閱讀有關書多閱讀有關書多閱讀有關書

籍籍籍籍。。。。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不久的將來不久的將來不久的將來，，，，你會和我一樣你會和我一樣你會和我一樣你會和我一樣，，，，深深愛着他深深愛着他深深愛着他深深愛着他，，，，享受着他享受着他享受着他享受着他，，，，因為在崇拜裏因為在崇拜裏因為在崇拜裏因為在崇拜裏，，，，我我我我

們與上帝相遇們與上帝相遇們與上帝相遇們與上帝相遇。。。。    



12 

未來三年教會的發展方向未來三年教會的發展方向未來三年教會的發展方向未來三年教會的發展方向 戴浩輝監督戴浩輝監督戴浩輝監督戴浩輝監督 

在過去三年在過去三年在過去三年在過去三年，，，，我們推動本會堂會以我們推動本會堂會以我們推動本會堂會以我們推動本會堂會以「「「「自然教會發展自然教會發展自然教會發展自然教會發展」」」」為基礎為基礎為基礎為基礎，，，，藉著八項健康特質的藉著八項健康特質的藉著八項健康特質的藉著八項健康特質的

診斷診斷診斷診斷，，，，了了了了解堂會的強項與弱項解堂會的強項與弱項解堂會的強項與弱項解堂會的強項與弱項，，，，並努力尋求改進並努力尋求改進並努力尋求改進並努力尋求改進。。。。我相信當堂會健康我相信當堂會健康我相信當堂會健康我相信當堂會健康，，，，就自然會帶來增就自然會帶來增就自然會帶來增就自然會帶來增

長和進步長和進步長和進步長和進步。。。。    

在未來的日子在未來的日子在未來的日子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會繼續以我們會繼續以我們會繼續以我們會繼續以「「「「強化堂會強化堂會強化堂會強化堂會，，，，建立信徒建立信徒建立信徒建立信徒」」」」作為我們工作的重點作為我們工作的重點作為我們工作的重點作為我們工作的重點。。。。堂會堂會堂會堂會、、、、

信徒信徒信徒信徒，，，，它們彼此息息相關它們彼此息息相關它們彼此息息相關它們彼此息息相關。。。。倘若我們期盼堂會更茁壯成長倘若我們期盼堂會更茁壯成長倘若我們期盼堂會更茁壯成長倘若我們期盼堂會更茁壯成長，，，，信徒就必然要獲得足夠的餵信徒就必然要獲得足夠的餵信徒就必然要獲得足夠的餵信徒就必然要獲得足夠的餵

養養養養。。。。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我們除了繼續讓同工持續學習和提昇牧養能力外我們除了繼續讓同工持續學習和提昇牧養能力外我們除了繼續讓同工持續學習和提昇牧養能力外我們除了繼續讓同工持續學習和提昇牧養能力外。。。。我們希望在這三年中我們希望在這三年中我們希望在這三年中我們希望在這三年中，，，，能能能能

發展一套信徒培育的材料發展一套信徒培育的材料發展一套信徒培育的材料發展一套信徒培育的材料，，，，使弟兄姊妹從一踏入教會開始使弟兄姊妹從一踏入教會開始使弟兄姊妹從一踏入教會開始使弟兄姊妹從一踏入教會開始，，，，就得到適切的造就就得到適切的造就就得到適切的造就就得到適切的造就，，，，邁向成邁向成邁向成邁向成

熟熟熟熟。。。。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我們已有完整的學道班材料我們已有完整的學道班材料我們已有完整的學道班材料我們已有完整的學道班材料，，，，可供洗禮前學道之用可供洗禮前學道之用可供洗禮前學道之用可供洗禮前學道之用。。。。除此以外除此以外除此以外除此以外，，，，各堂會教牧各堂會教牧各堂會教牧各堂會教牧

正按著自己的認識和領受正按著自己的認識和領受正按著自己的認識和領受正按著自己的認識和領受，，，，各施各法各施各法各施各法各施各法，，，，或使用不同的初信造或使用不同的初信造或使用不同的初信造或使用不同的初信造就就就就、、、、傳福音訓練傳福音訓練傳福音訓練傳福音訓練、、、、查經課程查經課程查經課程查經課程、、、、

信徒服事訓練材料等信徒服事訓練材料等信徒服事訓練材料等信徒服事訓練材料等。。。。當然當然當然當然，，，，這絕不是壞事這絕不是壞事這絕不是壞事這絕不是壞事。。。。但從承傳整個宗派的信仰傳統但從承傳整個宗派的信仰傳統但從承傳整個宗派的信仰傳統但從承傳整個宗派的信仰傳統、、、、善用整體善用整體善用整體善用整體

資源與及提供一個一致性的信徒培育而言資源與及提供一個一致性的信徒培育而言資源與及提供一個一致性的信徒培育而言資源與及提供一個一致性的信徒培育而言。。。。本會有一套較完整的信徒培育系統本會有一套較完整的信徒培育系統本會有一套較完整的信徒培育系統本會有一套較完整的信徒培育系統，，，，也是十也是十也是十也是十

分重要的分重要的分重要的分重要的。。。。為達成以上目標為達成以上目標為達成以上目標為達成以上目標，，，，目前目前目前目前，，，，本會信徒培育部及傳道牧養部正積極籌劃中本會信徒培育部及傳道牧養部正積極籌劃中本會信徒培育部及傳道牧養部正積極籌劃中本會信徒培育部及傳道牧養部正積極籌劃中。。。。他們他們他們他們

很需要你在禱告上的支持很需要你在禱告上的支持很需要你在禱告上的支持很需要你在禱告上的支持。。。。    

按初步的構想按初步的構想按初步的構想按初步的構想，，，，未來三年未來三年未來三年未來三年，，，，為建立信徒佈道的生活為建立信徒佈道的生活為建立信徒佈道的生活為建立信徒佈道的生活，，，，傳道牧養部將推動傳道牧養部將推動傳道牧養部將推動傳道牧養部將推動「「「「友誼佈道友誼佈道友誼佈道友誼佈道」。」。」。」。

（（（（最終希望它成為各堂會佈道事工的核心訓練最終希望它成為各堂會佈道事工的核心訓練最終希望它成為各堂會佈道事工的核心訓練最終希望它成為各堂會佈道事工的核心訓練））））過往過往過往過往，，，，本會亦曾經獲益於其他的佈道法本會亦曾經獲益於其他的佈道法本會亦曾經獲益於其他的佈道法本會亦曾經獲益於其他的佈道法。。。。

可惜可惜可惜可惜，，，，那些佈道法的理念與實踐那些佈道法的理念與實踐那些佈道法的理念與實踐那些佈道法的理念與實踐，，，，跟本會的信仰傳統和教會生活經驗跟本會的信仰傳統和教會生活經驗跟本會的信仰傳統和教會生活經驗跟本會的信仰傳統和教會生活經驗，，，，大相逕庭大相逕庭大相逕庭大相逕庭。。。。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信信信信義宗教會推行義宗教會推行義宗教會推行義宗教會推行「「「「友誼佈道友誼佈道友誼佈道友誼佈道」」」」年日已久年日已久年日已久年日已久。。。。他們有相當深入的考察和眾多的實戰經驗他們有相當深入的考察和眾多的實戰經驗他們有相當深入的考察和眾多的實戰經驗他們有相當深入的考察和眾多的實戰經驗。。。。他他他他

們的結論也見證們的結論也見證們的結論也見證們的結論也見證「「「「友誼佈道友誼佈道友誼佈道友誼佈道」」」」與本宗的教會經驗是切合的與本宗的教會經驗是切合的與本宗的教會經驗是切合的與本宗的教會經驗是切合的。。。。    

佈道訓練是門徒訓練的一種佈道訓練是門徒訓練的一種佈道訓練是門徒訓練的一種佈道訓練是門徒訓練的一種。。。。友誼佈道也不僅關心佈道對象信不信耶穌友誼佈道也不僅關心佈道對象信不信耶穌友誼佈道也不僅關心佈道對象信不信耶穌友誼佈道也不僅關心佈道對象信不信耶穌，，，，也在意我也在意我也在意我也在意我

們是否真心關懷別人們是否真心關懷別人們是否真心關懷別人們是否真心關懷別人。。。。藉著愛心的關懷藉著愛心的關懷藉著愛心的關懷藉著愛心的關懷，，，，把最好的與他們分享把最好的與他們分享把最好的與他們分享把最好的與他們分享；；；；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友誼佈道必然與友誼佈道必然與友誼佈道必然與友誼佈道必然與

「「「「關顧訓練關顧訓練關顧訓練關顧訓練」」」」配合配合配合配合。。。。這樣這樣這樣這樣，「，「，「，「門徒訓練門徒訓練門徒訓練門徒訓練」」」」旨在使信徒能在探訪或交談時旨在使信徒能在探訪或交談時旨在使信徒能在探訪或交談時旨在使信徒能在探訪或交談時，，，，幫助和關懷他幫助和關懷他幫助和關懷他幫助和關懷他

人人人人，，，，為他們禱告為他們禱告為他們禱告為他們禱告，，，，藉愛心的交通藉愛心的交通藉愛心的交通藉愛心的交通、、、、分享分享分享分享、、、、開解及引導他們到基督那裡去開解及引導他們到基督那裡去開解及引導他們到基督那裡去開解及引導他們到基督那裡去。。。。    

要配合以上兩項要配合以上兩項要配合以上兩項要配合以上兩項「「「「訓練訓練訓練訓練」，」，」，」，一個完備的一個完備的一個完備的一個完備的、、、、針對靈性成長的聖經學習是必須的針對靈性成長的聖經學習是必須的針對靈性成長的聖經學習是必須的針對靈性成長的聖經學習是必須的。。。。過往過往過往過往

有不少信徒希望在聖經知有不少信徒希望在聖經知有不少信徒希望在聖經知有不少信徒希望在聖經知識上有進深的裝備識上有進深的裝備識上有進深的裝備識上有進深的裝備，，，，因而參加了神學院開辦的信徒神學課程因而參加了神學院開辦的信徒神學課程因而參加了神學院開辦的信徒神學課程因而參加了神學院開辦的信徒神學課程。。。。

然而然而然而然而，，，，當中當中當中當中，，，，有不少人是從沒有把整本聖經好好讀過一遍的有不少人是從沒有把整本聖經好好讀過一遍的有不少人是從沒有把整本聖經好好讀過一遍的有不少人是從沒有把整本聖經好好讀過一遍的！！！！這種本末倒置的學習方式這種本末倒置的學習方式這種本末倒置的學習方式這種本末倒置的學習方式，，，，

實在不利於個人的靈命成長實在不利於個人的靈命成長實在不利於個人的靈命成長實在不利於個人的靈命成長。。。。另外另外另外另外，，，，信徒神學訓練是為那些已受過堂會成長栽培的信徒信徒神學訓練是為那些已受過堂會成長栽培的信徒信徒神學訓練是為那些已受過堂會成長栽培的信徒信徒神學訓練是為那些已受過堂會成長栽培的信徒，，，，

作為進深服事前的一個裝備的訓練作為進深服事前的一個裝備的訓練作為進深服事前的一個裝備的訓練作為進深服事前的一個裝備的訓練，，，，受益者始終有限受益者始終有限受益者始終有限受益者始終有限。。。。一個普及的一個普及的一個普及的一個普及的、、、、著重聖經真理的著重聖經真理的著重聖經真理的著重聖經真理的、、、、

針對靈命成長和具備實踐經驗的課程實在有它的需要針對靈命成長和具備實踐經驗的課程實在有它的需要針對靈命成長和具備實踐經驗的課程實在有它的需要針對靈命成長和具備實踐經驗的課程實在有它的需要。。。。美國信義會有一個已發展成熟的美國信義會有一個已發展成熟的美國信義會有一個已發展成熟的美國信義會有一個已發展成熟的

聖經課程聖經課程聖經課程聖經課程，，，，是專為培育信徒成長的是專為培育信徒成長的是專為培育信徒成長的是專為培育信徒成長的；；；；而馬新信義會的英語信徒也已於多年前開始採用而馬新信義會的英語信徒也已於多年前開始採用而馬新信義會的英語信徒也已於多年前開始採用而馬新信義會的英語信徒也已於多年前開始採用，，，，

效果良好效果良好效果良好效果良好。。。。他們的經驗正好作為我們的的借鏡他們的經驗正好作為我們的的借鏡他們的經驗正好作為我們的的借鏡他們的經驗正好作為我們的的借鏡。。。。    

當然當然當然當然，，，，我們不只在追求我們不只在追求我們不只在追求我們不只在追求「「「「大堆頭大堆頭大堆頭大堆頭」」」」，，，，也看重也看重也看重也看重「「「「小兒科小兒科小兒科小兒科」。」。」。」。為培育信徒增加對本會的為培育信徒增加對本會的為培育信徒增加對本會的為培育信徒增加對本會的

信仰和實踐認同信仰和實踐認同信仰和實踐認同信仰和實踐認同，，，，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將會推出有關本會的教導和適切介紹本會的小冊子或其他的材將會推出有關本會的教導和適切介紹本會的小冊子或其他的材將會推出有關本會的教導和適切介紹本會的小冊子或其他的材將會推出有關本會的教導和適切介紹本會的小冊子或其他的材

料料料料。。。。    

以上一切的構想以上一切的構想以上一切的構想以上一切的構想，，，，目的只有一個目的只有一個目的只有一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弟兄姊妹得到適切的造就就是弟兄姊妹得到適切的造就就是弟兄姊妹得到適切的造就就是弟兄姊妹得到適切的造就，，，，堂會在各方面都堂會在各方面都堂會在各方面都堂會在各方面都

能持續長進能持續長進能持續長進能持續長進，，，，讓本會在香港中成為一間有見證力的教會讓本會在香港中成為一間有見證力的教會讓本會在香港中成為一間有見證力的教會讓本會在香港中成為一間有見證力的教會。。。。我深願本會眾人為塑造這個遠我深願本會眾人為塑造這個遠我深願本會眾人為塑造這個遠我深願本會眾人為塑造這個遠

象象象象，，，，同心協力同心協力同心協力同心協力。。。。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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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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週週週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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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105 125 142 103 116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03 --- 10 --- --- 57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16 11 19 --- --- 15 

初中初中初中初中級級級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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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3 14 --- --- 14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7 7 6 --- 7 7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1 2 7 --- 3 3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2 8 11 --- 6 7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8 7 12 --- 22 12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 --- --- ---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 --- 5 25 15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1 45 44 38 40 42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1 14 --- --- --- 13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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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1 24/1 31/1 7/2 14/2 21/2 28/2 

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3:30 

為何要什為何要什為何要什為何要什

一奉獻一奉獻一奉獻一奉獻？？？？ 
戶外週戶外週戶外週戶外週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大會大會大會大會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窮窮窮窮

人人人人、、、、有錢人有錢人有錢人有錢人 
War 

Game 

信心與信心與信心與信心與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3:30 
向山舉目向山舉目向山舉目向山舉目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大會大會大會大會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邊爐邊爐邊爐邊爐 

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00-7:00 

團歌團歌團歌團歌 

優秀選優秀選優秀選優秀選 

傳統新年傳統新年傳統新年傳統新年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9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情人節情人節情人節情人節 

快樂快樂快樂快樂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00-7:00 

信仰與信仰與信仰與信仰與 

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大會大會大會大會 
戀愛祈兵戀愛祈兵戀愛祈兵戀愛祈兵 

團友團友團友團友？？？？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老人中心老人中心老人中心老人中心

福音活動福音活動福音活動福音活動 

以諾以諾以諾以諾 
每月第四主日每月第四主日每月第四主日每月第四主日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2:15 
--- 

年卅晚年卅晚年卅晚年卅晚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雅各雅各雅各雅各 每月聚會兩次每月聚會兩次每月聚會兩次每月聚會兩次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以斯帖以斯帖以斯帖以斯帖 

逢星期三逢星期三逢星期三逢星期三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10:00-11:00 

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 

俄陀聶俄陀聶俄陀聶俄陀聶 

手工手工手工手工製製製製作作作作 

新年掛飾新年掛飾新年掛飾新年掛飾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齊禱告齊禱告齊禱告齊禱告 

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 

以笏以笏以笏以笏 

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 

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 

教堂教堂教堂教堂 

兒童級兒童級兒童級兒童級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00-10:00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寒假寒假寒假寒假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初中主日學初中主日學初中主日學初中主日學

(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 

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00-10:00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寒假寒假寒假寒假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長者級長者級長者級長者級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00-10:00 
第第第第 23 課課課課 寒假寒假寒假寒假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逢第一逢第一逢第一逢第一﹑﹑﹑﹑三三三三 

主日崇拜後主日崇拜後主日崇拜後主日崇拜後 

所有事奉所有事奉所有事奉所有事奉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升團團友升團團友升團團友升團團友

適應適應適應適應，，，，新新新新

導師的適導師的適導師的適導師的適

應應應應 

--- --- 

教會核心教會核心教會核心教會核心

價值建立價值建立價值建立價值建立 

肢體需要肢體需要肢體需要肢體需要 

--- 

基督徒商基督徒商基督徒商基督徒商

人見証人見証人見証人見証 

世界公平世界公平世界公平世界公平

貿易貿易貿易貿易 

--- 

註註註註 :「「「「---」」」」表示該週沒有聚會表示該週沒有聚會表示該週沒有聚會表示該週沒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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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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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11/1 18/1 25/1 1/2 8/2 15/2 22/2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白白白白/綠綠綠綠)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最後主日最後主日最後主日最後主日 

(白白白白)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黃承香牧師黃承香牧師黃承香牧師黃承香牧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合合合合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合合合合 吳麗吳麗吳麗吳麗卿牧師卿牧師卿牧師卿牧師 合合合合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合合合合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創創創創 1:1-5 

徒徒徒徒 19:1-7 

可可可可 1:4-11 

撒上撒上撒上撒上 3:1-10 

、、、、(11-2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6:12-20 

約約約約 1:43-51 

拿拿拿拿 3:1-5、、、、1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7:29-31 

可可可可 1:14-20 

申申申申 18:15-2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8:1-13 

可可可可 1:21-28 

賽賽賽賽 40:21-31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9:16-23 

可可可可 1:29-39 

王下王下王下王下 5:1-14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9:24-27 

可可可可 1:40-45 

王下王下王下王下 2:1-12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4:3-6 

可可可可 9:2-9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 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 ---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梁依婷梁依婷梁依婷梁依婷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何達恆何達恆何達恆何達恆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胡清霞胡清霞胡清霞胡清霞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 

吳蝶吳蝶吳蝶吳蝶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 --- 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 ---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劉珠劉珠劉珠劉珠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 

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六六六六)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地地地地) 

李翠瑤李翠瑤李翠瑤李翠瑤(六六六六)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地地地地)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六六六六)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地地地地)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六六六六)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地地地地) 

容容容容瑞燕瑞燕瑞燕瑞燕(六六六六) 

李翠瑤李翠瑤李翠瑤李翠瑤(地地地地)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六六六六)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地地地地)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六六六六)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地地地地)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59，，，，128，，，，

420，，，，祢是聖祢是聖祢是聖祢是聖

潔潔潔潔，，，，266，，，，226 

48，，，，416，，，，

502，，，，222 

187，，，，189，，，，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72，，，，主主主主 

賜福如春雨賜福如春雨賜福如春雨賜福如春雨 

41，，，，375，，，，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188 

48，，，，419，，，，

415，，，，祢是聖祢是聖祢是聖祢是聖

潔潔潔潔，，，，262，，，，421 

42，，，，363，，，， 

435，，，，432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幼童幼童幼童幼童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謝謝謝謝詩淇詩淇詩淇詩淇 幼兒合幼兒合幼兒合幼兒合 --- --- 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 --- 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 鄭教師鄭教師鄭教師鄭教師 --- 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 ---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二月二月二月二月)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二月二月二月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