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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新丁──社大一年級的見證 盧韻怡姊妹 

（本堂教友） 

有說脫離學校，進入社會工作就是開始入讀社會大學一年級，我這「新鮮人」沒什

麼本事，就只有一腔熱誠。 

還未畢業，就有的沒的猜想着：第一份工作是怎樣？和同事們又是該怎樣相處？最

重要的是，如何做好職場的見證。聽較我早畢業的弟兄說過，他工作的地方有一個細胞

小組，定期就有些聚會，想來也是一個作見證的方向，也就向天父祈求，願意在將來的

職場上也有這種機會，成立細胞小組，為主作見證。 

苦等數月，工作算是有了着落，感恩之餘，也沒想到之前的祈禱竟是這麼快的蒙應

允。本來公司內的基督徒不多，也沒有這些小組聚會，自己孤身一人，依我這怕陌生的

性格，要成立細胞小組，必定是遙遙之期。怎知道天父的安排就是這樣奇妙，和我同一

天入職的兩位同事，竟然都是基督徒，並且也有心志在職場上傳福音。因此，公司的第

一個細胞小組就成立了！ 

初開不過是三人小組，然後又加入了第四個基督徒，我們四位姊妹也就輪流擔當帶

領的角色。小組內容由於時間所限(逢星期一午飯時間)，多是祈禱、分享，然後，也是覺

得少了分享上帝的話語並不合宜，也就加入靈修，和有限度的查經，聚會的模式也就大

致上定了下來。感謝主!衪的配搭就是這樣奇妙，我們之中有性格較主動的姊妹，憑着她，

一位初信的姊妹也都加入了我們，小組也就這樣成長起來了。 

好景不常，轉眼之間，一位核心的姊妹離職，另一位打算不日也辭離崗位，而新加

入的姊妹也將放產假。面對着組員一個一個離去，最後，也就只剩下我和另一位核心的

姊妹。想來，我們也是小信的人，見是人數減少了，就開始另外尋覓聚會之處，研究着

是否應該參與商福的聚會。然而，上帝的旨意可不是人的心思。不久，一位回轉的姊妹

也加入了我們的小組(就是我的直屬上司!!)，和另一部門新入職的同事傾談之下，嚇然發

現也是基督徒(更是信義會的前會友!!)，然後，說辭職的也被公司誠意邀回，放產假的同

事也回來了，連未信的同事也開始有興趣參與這小組!感謝主!小組也就再一次活躍起來，

且人數比之前的更有增長! 

主並沒有應許天色常藍，生活順遂，但衪就是成就一切的主。凡衪所允許的，必要

成就。細胞小組的成立，就是父應允了女兒所求，當中的配搭是如此奇妙。若我們最初

三人中少了一個，大概這小組也不會持續到今天，感謝主!期望在將來的職場道路上，憑

着信，也能繼續在不同的地方為主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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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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本本堂堂堂堂 2009 年年年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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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31 人人人人；；；；領餐人數平領餐人數平領餐人數平領餐人數平

均為均為均為均為 91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8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3 人人人人。。。。 

2. 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2 月月月月 28 日假老人中心舉辦日假老人中心舉辦日假老人中心舉辦日假老人中心舉辦之之之之長者佈道會長者佈道會長者佈道會長者佈道會，，，，有有有有 29 位肢體協助作陪談及義工服位肢體協助作陪談及義工服位肢體協助作陪談及義工服位肢體協助作陪談及義工服

務務務務，，，，感謝上帝會中有感謝上帝會中有感謝上帝會中有感謝上帝會中有 12 位長者決志信主位長者決志信主位長者決志信主位長者決志信主，，，，請為跟進及栽培工作代禱請為跟進及栽培工作代禱請為跟進及栽培工作代禱請為跟進及栽培工作代禱。。。。 

3. 本堂之青成級主日學定於本堂之青成級主日學定於本堂之青成級主日學定於本堂之青成級主日學定於 3 月月月月 7 日日日日~3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共四堂共四堂共四堂共四堂)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9:00 開課開課開課開課，，，，今期研今期研今期研今期研

讀之課程為讀之課程為讀之課程為讀之課程為「「「「信義會崇拜禮儀信義會崇拜禮儀信義會崇拜禮儀信義會崇拜禮儀」」」」有興趣肢體請於指定時間出席學習有興趣肢體請於指定時間出席學習有興趣肢體請於指定時間出席學習有興趣肢體請於指定時間出席學習。。。。 

4. 請本堂肢體留意請本堂肢體留意請本堂肢體留意請本堂肢體留意：：：：肢體若參加任何培訓課程肢體若參加任何培訓課程肢體若參加任何培訓課程肢體若參加任何培訓課程(本堂或坊間本堂或坊間本堂或坊間本堂或坊間)，，，，或短宣體驗等或短宣體驗等或短宣體驗等或短宣體驗等，，，，而需本而需本而需本而需本

堂資助者堂資助者堂資助者堂資助者，，，，請務必事先參閱本堂之培訓請務必事先參閱本堂之培訓請務必事先參閱本堂之培訓請務必事先參閱本堂之培訓津津津津助細則條文助細則條文助細則條文助細則條文，，，，才報名申請才報名申請才報名申請才報名申請。。。。 

5. 3 月月月月 29 日為本堂日為本堂日為本堂日為本堂 23 週年週年週年週年堂慶堂慶堂慶堂慶，，，，崇拜內有見証時段崇拜內有見証時段崇拜內有見証時段崇拜內有見証時段，，，，請有感動作見証肢體與教牧聯請有感動作見証肢體與教牧聯請有感動作見証肢體與教牧聯請有感動作見証肢體與教牧聯

絡絡絡絡。。。。 

6. 本堂正為尋找教會的核心價值而進行籌備及討論中本堂正為尋找教會的核心價值而進行籌備及討論中本堂正為尋找教會的核心價值而進行籌備及討論中本堂正為尋找教會的核心價值而進行籌備及討論中，，，，請為小組成員請為小組成員請為小組成員請為小組成員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趙仕趙仕趙仕趙仕

傑傑傑傑、、、、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7. 教育局來函學校已獲批前教育局來函學校已獲批前教育局來函學校已獲批前教育局來函學校已獲批前「「「「保良局黃族宗親會保良局黃族宗親會保良局黃族宗親會保良局黃族宗親會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校舍校舍校舍校舍，，，，本堂隨學校將於未來本堂隨學校將於未來本堂隨學校將於未來本堂隨學校將於未來(最最最最

遲三年後遲三年後遲三年後遲三年後)會搬遷會搬遷會搬遷會搬遷。。。。 

8. 本會每年一度的會員大會定於本會每年一度的會員大會定於本會每年一度的會員大會定於本會每年一度的會員大會定於 5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9:00~1:30pm 假信義中學舉行假信義中學舉行假信義中學舉行假信義中學舉行，，，，請參加者報請參加者報請參加者報請參加者報

名名名名，，，，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0。。。。 

9. 本會內地教會關懷小組主辦本會內地教會關懷小組主辦本會內地教會關懷小組主辦本會內地教會關懷小組主辦 55 週年會慶尋根之旅週年會慶尋根之旅週年會慶尋根之旅週年會慶尋根之旅 2009，，，，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30 人人人人，，，，有興趣者請有興趣者請有興趣者請有興趣者請

向幹事報名向幹事報名向幹事報名向幹事報名，，，，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3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 

10. 信義宗神學院周兆真博士於信義宗神學院周兆真博士於信義宗神學院周兆真博士於信義宗神學院周兆真博士於 2009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1 日起獲任為該院新一任院長日起獲任為該院新一任院長日起獲任為該院新一任院長日起獲任為該院新一任院長，，，，以接替約以接替約以接替約以接替約

滿的林德晧院長滿的林德晧院長滿的林德晧院長滿的林德晧院長。。。。 

11. 本會沙田區堂會將定於本會沙田區堂會將定於本會沙田區堂會將定於本會沙田區堂會將定於 4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假救恩堂舉行立聖餐日崇拜聚會假救恩堂舉行立聖餐日崇拜聚會假救恩堂舉行立聖餐日崇拜聚會假救恩堂舉行立聖餐日崇拜聚會，，，，請肢體預留請肢體預留請肢體預留請肢體預留

時間出席時間出席時間出席時間出席，，，，並預備心靈參加並預備心靈參加並預備心靈參加並預備心靈參加。。。。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何俊威弟兄扭傷右腳何俊威弟兄扭傷右腳何俊威弟兄扭傷右腳何俊威弟兄扭傷右腳，，，，行動不便行動不便行動不便行動不便。。。。 

2. 連珮瑩姊妹及其姊姊已接受抽血檢查連珮瑩姊妹及其姊姊已接受抽血檢查連珮瑩姊妹及其姊姊已接受抽血檢查連珮瑩姊妹及其姊姊已接受抽血檢查，，，，並等待安排換腎手術並等待安排換腎手術並等待安排換腎手術並等待安排換腎手術。。。。 

3. 約翰團契大部份團友正準備考中五模擬試約翰團契大部份團友正準備考中五模擬試約翰團契大部份團友正準備考中五模擬試約翰團契大部份團友正準備考中五模擬試，，，，並於並於並於並於 4 月開始參加中五公開考試月開始參加中五公開考試月開始參加中五公開考試月開始參加中五公開考試。。。。 

4. 李敏儀姊妹的母親精神狀況欠佳李敏儀姊妹的母親精神狀況欠佳李敏儀姊妹的母親精神狀況欠佳李敏儀姊妹的母親精神狀況欠佳，，，，請為照顧母親的敏儀及其母親代禱請為照顧母親的敏儀及其母親代禱請為照顧母親的敏儀及其母親代禱請為照顧母親的敏儀及其母親代禱。。。。 

5. 請為趙仕傑弟兄母親之療程請為趙仕傑弟兄母親之療程請為趙仕傑弟兄母親之療程請為趙仕傑弟兄母親之療程跟進代跟進代跟進代跟進代禱禱禱禱。。。。 

三三三三.    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 

1. 為為為為全球民生全球民生全球民生全球民生、、、、政治政治政治政治、、、、經濟狀況代禱經濟狀況代禱經濟狀況代禱經濟狀況代禱。。。。 

2. 為本堂尋找核心價值進展禱告為本堂尋找核心價值進展禱告為本堂尋找核心價值進展禱告為本堂尋找核心價值進展禱告。。。。 

3. 為身心為身心為身心為身心靈軟弱的肢體代禱靈軟弱的肢體代禱靈軟弱的肢體代禱靈軟弱的肢體代禱：：：：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趙老太趙老太趙老太趙老太、、、、敏儀母親敏儀母親敏儀母親敏儀母親、、、、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家姐家姐家姐家姐。。。。 

4. 為將參加公開考試肢體為將參加公開考試肢體為將參加公開考試肢體為將參加公開考試肢體。。。。 

5. 為長者佈道會後之跟進為長者佈道會後之跟進為長者佈道會後之跟進為長者佈道會後之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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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年年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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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二二二二) 信義宗同工聯禱會信義宗同工聯禱會信義宗同工聯禱會信義宗同工聯禱會 同工同工同工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4(六六六六) 世界公禱日世界公禱日世界公禱日世界公禱日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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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日日日) 穆斯林事工講座穆斯林事工講座穆斯林事工講座穆斯林事工講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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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三三三三) 沐恩堂與你鬆一鬆沐恩堂與你鬆一鬆沐恩堂與你鬆一鬆沐恩堂與你鬆一鬆 同學同學同學同學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29(日日日日) 主日學老師培訓主日學老師培訓主日學老師培訓主日學老師培訓 主日學老師主日學老師主日學老師主日學老師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9(日日日日) 讀經小組培訓讀經小組培訓讀經小組培訓讀經小組培訓 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三三三三

月月月月 

30(一一一一) 學校福音週學校福音週學校福音週學校福音週(30/3~3/4)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5(日日日日) 老師關顧及部會老師關顧及部會老師關顧及部會老師關顧及部會 主日學老師主日學老師主日學老師主日學老師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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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四四四四) 沙田區立聖餐日聚會沙田區立聖餐日聚會沙田區立聖餐日聚會沙田區立聖餐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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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三三三三) 豫鄂尋根團豫鄂尋根團豫鄂尋根團豫鄂尋根團(15~22/4)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9(日日日日) 傳栽部部會傳栽部部會傳栽部部會傳栽部部會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19(日日日日) 信義會主日信義會主日信義會主日信義會主日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6(日日日日) 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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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委常委常委常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四四四四

月月月月 

28(二二二二) 沐恩堂與你鬆一鬆沐恩堂與你鬆一鬆沐恩堂與你鬆一鬆沐恩堂與你鬆一鬆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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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2/3 3/3 聶玉鳳聶玉鳳聶玉鳳聶玉鳳 4/3 5/3 6/3 7/3 

8/3 9/3 10/3 11/3 梁笑蘭梁笑蘭梁笑蘭梁笑蘭 12/3 13/3 14/3 

15/3*黃卓恩黃卓恩黃卓恩黃卓恩 16/3 17/3 18/3 19/3 20/3 21/3 

22/3 23/3 24/3 25/3 26/3 27/3 鍾偉邦鍾偉邦鍾偉邦鍾偉邦 28/3*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 

    *王浩揚王浩揚王浩揚王浩揚 

29/3 30/3 31/3 1/4 2/4 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 3/4 4/4 

5/4 6/4 7/4 8/4 9/4 10/4 11/4 

12/4 13/4 14/4 譚順保譚順保譚順保譚順保 15/4 16/4 陳永安陳永安陳永安陳永安 17/4 陳家群陳家群陳家群陳家群 

    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 

18/4 

19/4 廖淑英廖淑英廖淑英廖淑英 20/4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陳少梅陳少梅陳少梅陳少梅 

21/4 鄺翠霞鄺翠霞鄺翠霞鄺翠霞 22/4 23/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24/4  25/4 

26/4 黃黃黃黃 仙仙仙仙 27/4 28/4 29/4 30/4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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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招募差傳招募差傳招募差傳招募： 

差傳小戰士，詳情參考海報和留意截止報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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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須於須於須於須於23/3前向海宣部報名前向海宣部報名前向海宣部報名前向海宣部報名) 

1. 泰國短宣9天體驗團 日期 : 21-29/7/2009  ， 

2. 柬埔寨短宣8天體驗團 日期 : 3-10/8/2009   ， 

3. 泰國親子6天探訪團 日期 : 13-18/8/2009 

(有興趣的肢體請親向李紹強執事或方克信教師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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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寶劍練習: 

上半年 : 約珥書(3) 阿摩司書(9) 何西阿書(14) 約拿書(4) 俄巴底亞書(1) 彌迦書(7) 共共共共 38  38  38  38 章章章章 

下半年 : 那鴻書(3) 西番亞書(3) 哈巴谷書(3) 哈該書(2) 撒迦利亞書(14) 瑪拉基書(4)  共共共共 29  29  29  29 章章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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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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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曼谷 Home of Grace 的未婚媽媽們的信心和認識主，及當地監獄內的弟兄的靈修生活代禱。 

2. 求主保守 Diakonia 的社會服務日。 

3. 感謝上帝保守歐陽姑娘的泰文考試。 

4. 求主保守歐陽姑娘與當地同工的配搭和與肢體的相處，並帶領四月的暑期青少年營會。 

 

書書書書                名名名名     主主主主    要要要要    對對對對    象象象象     

約珥書      阿摩司書      何西阿書  (北國)  

  彌迦書    那鴻書    西番亞書    哈巴谷書  (南國)  

      被 擄 前 

主前 830-598 

主前 775,586 

約拿書      俄巴底亞書  (外邦:尼尼微/以東)  

    被 擄 後  

主前 520-425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  餘留的選民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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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1. 求上帝保守周于琴姑娘及同工 Angie 的需要和心志，靠主勝過軟弱和挑戰。 

2. 求上帝看顧當地同工 Rithy 並他的一家。 

3. 求上帝看顧柬埔寨的青少年，並醫治當地人心靈的苦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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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撥 855-89-608-841 便可（請留意「時差」）。 

(iii) 電郵──hahakamhehe@y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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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濟 

1. 求主上帝帶領教會的肢體，在信仰靈程上經歷祂的同在。 

2. 求上帝看顧曾牧師一家在斐濟炎夏之下的生活與服侍。 

 

海外宣教部 

1.  11/3（ 三 ），8:00-9 :15pm，在 信 義 會 香 港 仔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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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 訓 宣 教 人 才 （ 歡 迎 聯 絡 海 宣 部 陳 慧 玲 牧 師 ）  

甲 、  信 徒 有 志 奉 獻 宣 教 團 契  

乙 、  教 牧 宣 教 士 預 備 團 契  

時 間 ： 三 月 的 第 四 週 主 日 下 午 3: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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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香港差傳事工聯會香港差傳事工聯會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挑戰視野挑戰視野挑戰視野挑戰視野—普世宣教展望普世宣教展望普世宣教展望普世宣教展望」」」」公開研習公開研習公開研習公開研習班暨教學指引班班暨教學指引班班暨教學指引班班暨教學指引班 

• 「挑戰視野」課程是「普世宣教面面觀」 

（Perspectives Course）的中文精華版 

* 本課程內容翻譯自「NVision」課程 

* 全球超過六萬人修讀過 Perspectives Course 

* 本課程已列入在「Perspectives Family」系列之內 

* 學員可有系統地學習宣教基礎理論，並有機會在堂會自辦此課程 

目的與四個核心目的與四個核心目的與四個核心目的與四個核心 

  「挑戰視野」的目的是燃點信徒對普世宣教異象的熱誠，神的心意是叫福音傳遍天下，好叫祂自己

得榮耀。我們盼望教會經學習後，讓每位信徒明白到他們在實踐大使命上所扮演的角色，並以正確的觀

點看世界和普世教會。 

一、差傳聖經之旅 

  你會發現從創世記到啟示錄，原來神的話語從頭到尾是一本差傳書籍，其主題貫徹如一，那就是神

藉著祂的子民把福音傳遍世界。 

二、宣教歷史之旅 

  這些宣教先鋒在我們面前展示委身、信心和異象人生的榜樣，透過聆聽他們動人心弦的生命見證，

挑戰我們活出不再一樣的人生。 

三、跨越文化之旅 

  你會認識到向語言、習慣和信仰廣泛不同的人傳福音，需要作出甚麼裝備，適切地在不同文化中帶

出福音信息。 

四、生命策略之旅 

  不管你是在學或在職、信徒或教牧，神都為你預備了一個角色。你必須為基督投身於福音傳遍天下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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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研習班公開研習班公開研習班公開研習班：：：： 

日  期：5 月 4、11、18、25 日（逢星期一） 

時  間：晚上 7:30 - 9:30 

費  用：$400／$360*（會員優惠） 

     附價值$50 學生本 

完成課程後，可獲本會(香港差傳事工聯會)頒發修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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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佈道法生活佈道法生活佈道法生活佈道法 

日期：2009/03/28（六） 

時間：下午 3:00-4:45 

地點：香港短宣中心 

內容：學習隨走隨傳的佈道生活，如何在交通工具、食肆、家庭、辦公室等生活環境與人分享福音。 

講員：郭朝南牧師（香港短宣中心總幹事） 

收費：$45 (21/3/2009 或以前報名)， $60 (22-28/3/2009 報名) 

 

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宗教霸權與教會左右派 戴浩輝監督戴浩輝監督戴浩輝監督戴浩輝監督 

最近，城中的話題和關注都放在「宗教霸權關注行動」。有人在互聯網上發起反「宗

教霸權」的抗議行動。他們的口號是「維護公民社會價值，反對宗教右翼霸權」和「博

愛精神在人間，不要道德塔利班（指明光社）」。他們的抗議行動在二月十五日進行，並

到播道會恩福堂和明光社抗議。這抗議行動主要針對是所謂「宗教右派」或「道德塔利

班」。驟眼看來，似乎並不是針對所有基督徒。然而，這是一種行動策略，即對付少數「死

硬派」，「統戰」大多數基督徒。 

其實問題的起因是所謂《家庭暴力條例》修訂所引起的。在今年一月十日有人在立

法會門外抗議，他們的口號是「不要男媽，不要女爸，同性同居不是家！」或「我們不

要男人做新抱，不要女人做女婿！」這次抗議的動機在於反對把《家庭暴力條例》的修

訂加入保障同性同居的暴力等條款。他們認為，如果把同性同居也納入於「家庭」的範

疇，無形中便會給人一個印象：同性同居是其中一個家庭的組合方式。這樣，傳統家庭

一夫一妻的核心價值將會被破壞。 

反對人士指稱：「抗議的人沒有愛心，不願藉法律保護同性同居人士。」這就是反「宗

教霸權」抗議行動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表述。很明顯，這是混淆視聽的做法。 

陳日君樞機主教說得好：「教區贊同任何人士不論其背景，都應受到保障免受暴力傷

害，但這次修訂必導致社會大眾對婚姻及家庭觀念的誤解，因此不贊同修訂。」 在這問

題上也有中間著墨的基督徒立法會議員黃成智倡議把這條例的英文原來的用詞

“domestic”譯作「家居」而非中文錯譯的「家庭」。但是，支持同性同居納入條例者則

採取窮追猛打的方法，以其所屬黨派和輿論向政府施加壓力。法律界的基督徒戴耀廷教

授也在一月十四日在信報發表文章，幫助基督徒釋除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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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捍衛家庭傳統核心價值人士與支持同性同居者之間的角力已在教會裡漫

延。反對把同性同居納入條例者將會被視為「道德派」、「右派」，教會因此也被分化為左

右兩派。無庸置疑，同性性行為的爭論已在世界各處教會帶來分裂。早前，美國的聖公

宗已引發世界性的聖公宗在此問題上針鋒相對，將該會推向分裂的邊緣。在普世信義宗

教會中，也存在著相同的難題。美國信義會將會在今年八月表決「人類的性愛」

(Humansexuality)文件，屆時也必然會引起支持和反對同性性行為人士兩者之間的爭議。 

回到我們香港所要面對的問題。《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應否加入保障同性同居的免

受暴力這個問題，教會應有甚麼立場？首先，教會支持任何人士不論其背景，都應受到

保障，免受暴力傷害，同性同居者當然也應受保障。第二，教會有責任維護傳統家庭核

心價值，不被破壞或模糊化。要解決現時有關英語所述“Domestic violence ordinance”《家

庭暴力條例》的修訂，我個人十分同意黃成智議員的中文翻譯為「家居或住宅暴力條例」。

這樣既能避免對「家庭」一詞的錯誤使用，也能將保障範圍涵蓋所有同居人士。然而，

在這些細節上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和意見，但我們定要小心，不被分化，也不應隨便

給人扣帽子。我們不講誰右誰左，教會便沒有這些帽子給人利用了。教會在這個多元化

的社會裡只是小眾，大眾不一定因着我們信仰而要遷就我們；我們一方面要保持教會的

合一，另一方面，也要竭力持守教會的信仰真理。 

 

蕭條開始的警醒 李紹強弟兄李紹強弟兄李紹強弟兄李紹強弟兄 

(本堂執事) 

半年前跟大家分享過「蕭條前的反思」，半年過去了，不知道你在反思中學習了甚麽？

半年前你可能沒有憂慮甚麼，但現在可能有點忐忑不安。半年前教會可能仍未有肢體失

業，但現在已有下崗了。影響不是兩三年，在歐美恐怕要陪上十年至二十年！或許你現

在未受衝擊，或仍是學生，但影響必然有你的份兒。 

上次要你反思：你對金錢態度、你的浪費習慣、你的批判思維、你的虛擬境况、你

的屬靈光景。不知道你反思了甚麼？學會甚麼？自知甚麼？今天要你面向未來，作作打

算！想想巨大企業可以一天倒下，手上股票資產可以一天報廢，問你金錢何價呢？聖經

說地上財寶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你生命的財寶要積攢在地上嗎？想

想生活習慣，每天浪費多少東西：食物、能源、即棄餐具、包裝紙張…我們在享受舒適

生活中不斷地破壞大自然，就如喜歡蓋着冬天的棉被又開着大冷氣，浪費已是習慣化了。

最近政府在電視上提倡綠色香港，叫市民重環保、學節約、重用再重用等，不知你有否

響應呢？在這個艱難時刻的開始，要記着「儉」字在心頭，用錢要三思，不然那怕「儉」

不成「險」在身！要節制勿浪費，惡習馬上改，環保不可遲，這是一種個人的美德和操

練。 

半年前問道：危機來了----人看見怎樣的明天？如今面對大逆境，你如何應對和裝備

自己呢？有沒有想過「被裁」後的出路？這工種以外還有其他的選擇嗎？當畢業變成失

業又如何是好？儲蓄用完後的生活怎樣？身邊肢體在困境中我如何守望？停一停，想一

想，危機來了----人看見怎樣的明天？那裏是出路呢？可能你現在仍感到安全，但必須要

居安思危，下棋看三步，只有作好最壞打算的才能成功走出困境！ 

蕭條開始的警醒，不單叫你眼看地上，更要你思念天上。你屬靈的光景要反思，更

要裝備自己，因為在蕭條困苦中的靈魂，更需要你將耶穌基督的盼望帶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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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分享崇拜分享崇拜分享崇拜分享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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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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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113 118 118 116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13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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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4 16 25 

初中初中初中初中級級級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 ---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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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4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8 9 7 1 6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2 4 6 --- 4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9 7 7 7 8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6 10 12 6 9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3 14 9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11 --- 20 16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33 --- 30 37 33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5 15 12 --- 14 

崇拜點滴崇拜點滴崇拜點滴崇拜點滴 連珮瑩姊妹 

(本堂教友) 

當被邀加入做兒童詩班「指揮」行列時，我簡直有點受寵若驚！我害怕自己做不

來，因我不懂「指揮」，更不懂應付小朋友的過份活潑／被動，但聽到本年只需負責

兩次，不算吃力，便願意一試。看到小朋友獻唱後滿足的樣子，看到會眾投入欣賞，

便感到能這樣榮耀上帝實是美事！弟兄姊妹們也願意這樣去榮耀上帝嗎？ 

天父讓我熱愛歌唱，在崇拜中最能讓我投入的自然也是唱詩。最享受會眾同心唱

「你是聖潔」，詩歌歌詞和旋律都在讚頌上帝的偉大，讓我不禁舉起手去讚頌祂。希

望弟兄姊妹在崇拜唱詩時都多投入內中的氣氛和歌詞，想定必感受到上帝的偉大聖

潔。 

進入聖殿進入聖殿進入聖殿進入聖殿 王志森弟兄 

(本堂教友) 

崇拜以上帝為中心，主在聖殿當中，會有平安的感覺。『箴言 18:10  耶和華的名

是堅固臺；義人奔入便得安穩。』以色列神的殿如耶和華之名，這並不是單纯的比喻

而已。事實上，神殿是建築在堅固的磐石上，這種神殿就像避難所一樣，誠實的人進

入就可以得保護。投入崇拜希望你們也有這種感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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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三三三三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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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21/3 28/3 5/4 12/4 19/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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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禍從口出禍從口出禍從口出禍從口出 

當師傅的當師傅的當師傅的當師傅的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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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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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 

禮儀崇拜禮儀崇拜禮儀崇拜禮儀崇拜 
康體活動康體活動康體活動康體活動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詩歌週詩歌週詩歌週詩歌週 宿營宿營宿營宿營 

營營營營後分享後分享後分享後分享

暨生日會暨生日會暨生日會暨生日會

(1~4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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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日遊戲日遊戲日遊戲日 

話劇話劇話劇話劇 

大滙演大滙演大滙演大滙演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Tea 一一一一 Tea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安靜操練安靜操練安靜操練安靜操練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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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體週康體週康體週康體週 亮相亮相亮相亮相 豈有此禮豈有此禮豈有此禮豈有此禮 寶劍練習寶劍練習寶劍練習寶劍練習 Outing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PPG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以諾以諾以諾以諾 每月聚會兩次每月聚會兩次每月聚會兩次每月聚會兩次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 --- ---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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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嚇你一驚嚇你一驚嚇你一驚嚇你一驚 

(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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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迦珊迦珊迦珊迦 
手工製作手工製作手工製作手工製作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齊齊齊齊

禱禱禱禱告告告告 

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

底波拉底波拉底波拉底波拉 

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 

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 

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

問答問答問答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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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期假期假期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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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期假期假期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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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假期假期假期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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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督教團基督教團基督教團基督教團

體教育服體教育服體教育服體教育服

務務務務 

本港教育本港教育本港教育本港教育

政策與老政策與老政策與老政策與老

師學生適師學生適師學生適師學生適

應應應應 

--- 
立聖餐日立聖餐日立聖餐日立聖餐日

聚會參與聚會參與聚會參與聚會參與

及準備及準備及準備及準備 

--- 

新葡的信新葡的信新葡的信新葡的信

仰生活仰生活仰生活仰生活、、、、

適應適應適應適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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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四四四四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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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22/3 29/3 5/4 12/4 19/4 26/4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 

(紫紫紫紫) 

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 

(紅紅紅紅) 

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 

(白白白白/金金金金)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白白白白)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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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 見証主日見証主日見証主日見証主日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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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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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鄭鄭鄭瑞芬教師瑞芬教師瑞芬教師瑞芬教師 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合合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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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合合合合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出出出出 20:1-17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18-25 
約約約約 2:13-22 

民民民民 21:4-9 

弗弗弗弗 2:1-10 

約約約約 3:14-21 

耶耶耶耶 31:31-34 

來來來來 5:5-10 

約約約約 12:20-33 

賽賽賽賽 50:4-9 上上上上 

腓腓腓腓 2:5-11 

可可可可 11:1-11 

徒徒徒徒 10:34-43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5:1-11 
可可可可 16:1-8 

徒徒徒徒 4:32-35 

約壹約壹約壹約壹 1:1-2:2 

約約約約 20:19-31 

徒徒徒徒 3:12-19 

約壹約壹約壹約壹 3:1-7 

路路路路 24:36 下下下下-48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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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 

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 

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黃黃黃黃    仙仙仙仙 

張振平張振平張振平張振平 

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 

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張靜張靜張靜張靜 --- ---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 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劉珠劉珠劉珠劉珠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陳陳陳陳敏嫺敏嫺敏嫺敏嫺 

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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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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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翠瑤李翠瑤李翠瑤李翠瑤(六六六六)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地地地地)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六六六六)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地地地地)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六六六六) 

李翠瑤李翠瑤李翠瑤李翠瑤(地地地地)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六六六六)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地地地地)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235，，，，137，，，，

57，，，，422 

29，，，，379，，，，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獻上獻上獻上獻上，，，，

146，，，，491 

343，，，，132，，，，

342，，，，170 

205，，，，158，，，，

44，，，，143 

214，，，，169，，，，

171，，，，祢是聖祢是聖祢是聖祢是聖

潔潔潔潔，，，，272，，，，162 

174，，，，229，，，，

427，，，，365 

37，，，，340，，，，

342，，，，祢是聖祢是聖祢是聖祢是聖

潔潔潔潔，，，，263，，，，367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幼童幼童幼童幼童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合兒崇合兒崇合兒崇合兒崇 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 全合全合全合全合 合兒崇合兒崇合兒崇合兒崇 全合全合全合全合 合兒崇合兒崇合兒崇合兒崇 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 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