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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左走向左走向左走向左走，，，，向右走向右走向右走向右走？」？」？」？」﹣敬畏上帝               温家浩弟兄 

（本堂執事） 

    最近有機會與不同的弟兄姊妹查考聖經，不約而同分享到一些有關「敬畏上帝」這個課

題的內容。  

相信大家都對約拿這個舊約聖經人物不會太陌生。約拿書一開始記載上帝要約拿到尼尼

微城 － 以色列人的敵人，亞述的首都，向其中的人民宣講上帝的話。而約拿卻偏偏選擇躲

避耶和華，坐船逃往他施去。尼尼微和他施， 一個在東、一個在西，方向剛好相反。 

約拿最初對耶和華上帝吩咐的回應是否有點「似曾相識」呢？曾幾何時，聖靈在心裡不

斷提醒我們去主動關心弟兄姊妹、去竭力追求認識上帝、去廣傳福音。我們卻選擇只關心自

己的需要、去追求享樂、學位、名譽、地位、金錢。明明知道上帝要我們向左走，我們偏要

向右走！ 

另外，約拿覺得這些仇人並不配得上帝赦免，覺得上帝要他宣告叫尼尼微城的人悔改，

從而得到「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的上帝

的赦免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反省以往自己所作的決定、對人對事的處理方法、要走的方向，

有多少是順從上帝、敬畏上帝，而又有幾多只是體貼自己的意思、合我自己的所謂「理」呢？ 

當「我忙、我無時間、我無心情、我唔想諗、我覺得唔合理」，純粹由「我」出發，而

這一切又漸漸變成為合情合理的時候… … 

另一個大家都會很熟識的舊約事件：亞伯拉罕獻以撒。亞伯拉罕聽上帝的吩咐，帶著他

所愛的兒子以撒，到上帝所指示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後來，天使阻止了亞伯拉罕，而這

次試驗要指出的不是亞伯拉罕的信心，而是知道亞伯拉罕對上帝的敬畏。(參創22:12) 

撫心自問，當上帝透過聖經、透過弟兄姊妹的提醒要我去做一些事的時候，能夠學像亞

伯拉罕不問「點解」，單單以敬畏、順服上帝的態度去遵行的次數，真是少之又少。反之自

己往往會諸多藉口，不斷追問，之後就借故推卻而沒有去做；又或者要替自己找個令自己滿

意的原因才勉勉強強地去做。更甚的，根本不看成是什麼一回事，馬馬虎虎、隨隨便便，然

後當「耳邊風」！ 

   「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詩90:11) 

「落在永生上帝的手裡，真是可怕的！」(來10:31) 

當我們常常強調上帝的慈愛、恩典、憐憫的同時，相信我們亦需要認識上帝的公義、威

嚴、忿怒，存著一顆敬畏的心去仰望、事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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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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年年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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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82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0 人人人人；；；；領餐人領餐人領餐人領餐人

數平均為數平均為數平均為數平均為 78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3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5 人人人人。。。。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團契部於團契部於團契部於團契部於 6/6 舉辦之舉辦之舉辦之舉辦之東涌東涌東涌東涌戶外佈道有戶外佈道有戶外佈道有戶外佈道有 32 位肢體參加位肢體參加位肢體參加位肢體參加，，，，收到收到收到收到 33 份回應表份回應表份回應表份回應表；；；；

而可繼續跟進的而可繼續跟進的而可繼續跟進的而可繼續跟進的有有有有 23 份份份份，，，，本堂已將有關資料交與道恩本堂已將有關資料交與道恩本堂已將有關資料交與道恩本堂已將有關資料交與道恩堂同工跟進堂同工跟進堂同工跟進堂同工跟進。。。。 

3. 由於甲型流由於甲型流由於甲型流由於甲型流 H1N1 肆虐肆虐肆虐肆虐，，，，本堂亦採取相應預防措本堂亦採取相應預防措本堂亦採取相應預防措本堂亦採取相應預防措施施施施，，，，詳情可看本堂網頁詳情可看本堂網頁詳情可看本堂網頁詳情可看本堂網頁。。。。聚聚聚聚

會方面除兒童主日學會方面除兒童主日學會方面除兒童主日學會方面除兒童主日學，，，，幼童崇拜暫停外幼童崇拜暫停外幼童崇拜暫停外幼童崇拜暫停外，，，，其他聚會如常舉行其他聚會如常舉行其他聚會如常舉行其他聚會如常舉行；；；；而在崇拜中的而在崇拜中的而在崇拜中的而在崇拜中的

問安環節則以點頭揮手或拱手抱拳問安環節則以點頭揮手或拱手抱拳問安環節則以點頭揮手或拱手抱拳問安環節則以點頭揮手或拱手抱拳形式表示形式表示形式表示形式表示，，，，請肢體垂注請肢體垂注請肢體垂注請肢體垂注。。。。 

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傳栽部與傳栽部與傳栽部與傳栽部與主日學部定於主日學部定於主日學部定於主日學部定於 1/8—29/8，，，，逢星期六晚上逢星期六晚上逢星期六晚上逢星期六晚上 7:30—9:00，，，，開辦開辦開辦開辦 「「「「差差差差

傳傳傳傳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共五堂共五堂共五堂共五堂)。。。。請肢體請肢體請肢體請肢體踴踴踴踴躍報名躍報名躍報名躍報名。。。。 

5. 本堂已於本堂已於本堂已於本堂已於 5/7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30—4:30，，，，舉行升中家長講座舉行升中家長講座舉行升中家長講座舉行升中家長講座，，，，內容為三三四制內容為三三四制內容為三三四制內容為三三四制，，，，教學語教學語教學語教學語

言微調言微調言微調言微調，，，，學生和家長之學生和家長之學生和家長之學生和家長之適應和配合等適應和配合等適應和配合等適應和配合等。。。。本堂誠邀心誠中學陳耀華校長及本會本堂誠邀心誠中學陳耀華校長及本會本堂誠邀心誠中學陳耀華校長及本會本堂誠邀心誠中學陳耀華校長及本會

太和綜合服務中心服務主任戴蓮梅姑娘主講太和綜合服務中心服務主任戴蓮梅姑娘主講太和綜合服務中心服務主任戴蓮梅姑娘主講太和綜合服務中心服務主任戴蓮梅姑娘主講，，，，共有共有共有共有約約約約 26 人出席人出席人出席人出席。。。。 

6.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粵北湖南鄂北粵北湖南鄂北粵北湖南鄂北粵北湖南鄂北」」」」助學計劃助學計劃助學計劃助學計劃（（（（2009—201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已開始已開始已開始已開始。。。。肢體若對國內肢體若對國內肢體若對國內肢體若對國內

學童有感動學童有感動學童有感動學童有感動，，，，可將資助費用直接寄往總辦事處可將資助費用直接寄往總辦事處可將資助費用直接寄往總辦事處可將資助費用直接寄往總辦事處。。。。支票抬頭支票抬頭支票抬頭支票抬頭「「「「基督教香港信義基督教香港信義基督教香港信義基督教香港信義

會會會會」」」」，，，，並於並於並於並於 9 月底前截止月底前截止月底前截止月底前截止。。。。 

7. 本會信徒培本會信徒培本會信徒培本會信徒培育育育育部屬部屬部屬部屬下下下下聖樂禮儀工作小組聖樂禮儀工作小組聖樂禮儀工作小組聖樂禮儀工作小組於於於於 24/7—28/8 逢週五晚逢週五晚逢週五晚逢週五晚七七七七時至九時時至九時時至九時時至九時(共共共共

六堂六堂六堂六堂)假本堂假本堂假本堂假本堂舉辦舉辦舉辦舉辦「「「「親子禮儀舞親子禮儀舞親子禮儀舞親子禮儀舞班班班班」」」」，，，，歡迎家長子女一同參加歡迎家長子女一同參加歡迎家長子女一同參加歡迎家長子女一同參加，，，，費用每對費用每對費用每對費用每對親子親子親子親子

$900，，，，截止報名日期為截止報名日期為截止報名日期為截止報名日期為 17/7。。。。 

8. 本本本本會之會之會之會之 55 週年慶典週年慶典週年慶典週年慶典，，，，沙田區與新界北區於沙田區與新界北區於沙田區與新界北區於沙田區與新界北區於 22/11 舉辦聯合崇拜舉辦聯合崇拜舉辦聯合崇拜舉辦聯合崇拜。。。。地點在烏溪地點在烏溪地點在烏溪地點在烏溪

沙沙沙沙。。。。該日為整天慶典活動該日為整天慶典活動該日為整天慶典活動該日為整天慶典活動，，，，費用每位費用每位費用每位費用每位$60，，，，歡迎肢體預留時間出席歡迎肢體預留時間出席歡迎肢體預留時間出席歡迎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詳情詳情詳情詳情稍稍稍稍後後後後

公佈公佈公佈公佈。。。。 

9.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將將將將於於於於 8/8-13/8 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 6 天天天天，，，，鄭教師於鄭教師於鄭教師於鄭教師於 15/8-19/8 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 3 天天天天，，，，方教師於方教師於方教師於方教師於

26/8-4/9 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 9 天天天天。。。。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卿之母親蘇妹女士曾因腰痛及心臟衰弱入住威院廖淑卿之母親蘇妹女士曾因腰痛及心臟衰弱入住威院廖淑卿之母親蘇妹女士曾因腰痛及心臟衰弱入住威院廖淑卿之母親蘇妹女士曾因腰痛及心臟衰弱入住威院，，，，現情况穏定現情况穏定現情况穏定現情况穏定

並於並於並於並於 29/6 出出出出院院院院 ，，，，現已在家休養現已在家休養現已在家休養現已在家休養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2. 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姊妹姊妹姊妹姊妹參加由理工大學設計糸舉辦的為傷殘人士服裝設計獲得奬項參加由理工大學設計糸舉辦的為傷殘人士服裝設計獲得奬項參加由理工大學設計糸舉辦的為傷殘人士服裝設計獲得奬項參加由理工大學設計糸舉辦的為傷殘人士服裝設計獲得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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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慕道朋友慕道朋友慕道朋友慕道朋友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姊妹姊妹姊妹姊妹於於於於 2/7 入住威院入住威院入住威院入住威院，，，，3/7 早上接受大腸接駁手術早上接受大腸接駁手術早上接受大腸接駁手術早上接受大腸接駁手術，，，，現現現現已出已出已出已出醫醫醫醫

院院院院並在家休養並在家休養並在家休養並在家休養。。。。 

4.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姊妹姊妹姊妹姊妹之姊之姊之姊之姊姊姊姊姊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8/7 接受換腎手術接受換腎手術接受換腎手術接受換腎手術，，，，手術成功手術成功手術成功手術成功，，，，現在隔離病房接受觀現在隔離病房接受觀現在隔離病房接受觀現在隔離病房接受觀察察察察。。。。 

二二二二.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本堂教友屬靈生命復興本堂教友屬靈生命復興本堂教友屬靈生命復興本堂教友屬靈生命復興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2. 為為為為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蘇妹蘇妹蘇妹蘇妹，，，，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

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連珮瑩之姊連珮瑩之姊連珮瑩之姊連珮瑩之姊姊姊姊姊。。。。 

3. 為為為為伊朗伊朗伊朗伊朗，，，，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洪都拉斯等政局洪都拉斯等政局洪都拉斯等政局洪都拉斯等政局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2009 年年年年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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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六六六六) 聖經問答比賽聖經問答比賽聖經問答比賽聖經問答比賽 各團團友各團團友各團團友各團團友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11(六六六六) 校董校董校董校董,校長培訓校長培訓校長培訓校長培訓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儲備校董儲備校董儲備校董儲備校董，，，，屬屬屬屬

校中校中校中校中，，，，小小小小，，，，幼校長幼校長幼校長幼校長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3(一一一一) 13-14 主日學暑期生活營主日學暑期生活營主日學暑期生活營主日學暑期生活營 
主日學學生主日學學生主日學學生主日學學生，，，，禾信禾信禾信禾信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21(二二二二) 21-29 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 各教各教各教各教牧牧牧牧同工同工同工同工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24(五五五五) 24,31 及及及及 8 月月月月 7,14,21,28 日親子禮儀舞班日親子禮儀舞班日親子禮儀舞班日親子禮儀舞班 信徒及子女信徒及子女信徒及子女信徒及子女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27(一一一一) 27-30 青少年營會青少年營會青少年營會青少年營會 B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信徒信徒信徒信徒 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 

七七七七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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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六六六六) 差傳主日學差傳主日學差傳主日學差傳主日學（（（（1,8,15,22,29）））） 成青信徒成青信徒成青信徒成青信徒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4(二二二二) 4-10 柬埔寨八柬埔寨八柬埔寨八柬埔寨八天短宣體驗團天短宣體驗團天短宣體驗團天短宣體驗團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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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區沙田區沙田區沙田區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4(二二二二) 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 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7(五五五五) 7,14,21,28 親子禮儀舞班親子禮儀舞班親子禮儀舞班親子禮儀舞班 信徒及子女信徒及子女信徒及子女信徒及子女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20(四四四四) 20,21「「「「52.55」」」」大步走一步行籌款活動大步走一步行籌款活動大步走一步行籌款活動大步走一步行籌款活動 青少年信徒青少年信徒青少年信徒青少年信徒 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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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八八

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 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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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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7 3/7 4/7 

5/7 6/7 

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 

7/7 8/7 9/7 10/7 11/7 

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 

12/7 13/7 14/7 15/7 

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 

16/7 17/7 18/7 

19/7 

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 

20/7 

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 

21/7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22/7 

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 

23/7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詹振強詹振強詹振強詹振強 

24/7 

廖鳳弟廖鳳弟廖鳳弟廖鳳弟 

25/7 

26/7 

*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27/7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劉劉劉劉  枝枝枝枝 

28/7 

*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 

29/7 30/7 31/8 
 

1/8 
   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 
   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 

2/8 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 3/8 4/8 
 

5/8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6/8 7/8 8/8 

9/8 10/8 
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 

11/8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12/8 13/8 14/8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15/8*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 

16/8 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 17/8 
 

18/8 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 19/8 20/8 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 21/8 22/8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 

23/8 
*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 

24/8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25/8 
 

26/8 27/8 28/8 29/8 

30/8 31/8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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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成級主日學 之 「「「「差傳主日學差傳主日學差傳主日學差傳主日學」」」」  

日期：8 月 1,8,15,22,29 日（週六） 

主題：關懷普世宣教 

講員：李紹強弟兄 

課程大綱 (暫定) 

1. 從舊約的宣教例子到新約的使命。 

2. 宣教史與宣教士。 

3. 今日世界與宣教。 

4. 成為差傳人：異象、使命、委身！ 

5. 禾場需要與回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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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宣教工場本會宣教工場本會宣教工場本會宣教工場 

為柬埔寨工場代禱 

1. 感謝主 10 位隊員在上月平安返港，開闊對柬埔寨福音的需要和投入。 

2. 求主引領本會在柬埔寨註冊事宜和加快運作。 

3. 求主堅固周于琴姑娘和 Rithy 傳道的合作，成為八月短宣隊充份準備。 

4. 為 Rithy 的太太將在七月中旬誕產女兒，求主賜予平安。 

5. 求主引導周姑娘學習愛上帝愛人的功課。 

為斐濟工場代禱 

1. 求主為曾牧師和師母將離開斐濟述職的各樣安排：工作簽證、同工替代聚

會、進修和執拾東西等方面祈禱。 

2. 為 Raymond (神學生)19/6-3/7 到斐濟實習禱告。 

3. 為剛返港的弟兄之生活適應、教會生活和堅定跟從主祈禱。 

為泰國（曼谷）工場代禱 

1. 求上帝保守入住 HomeOfGrace 的女孩，及幫助解決其中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問題。 

2. 求主加力予林姑娘，能以完成所需負責的翻譯工作。 

3. 為林姑娘在協助七月泰宣隊有良好的靈性和溝通祈禱。 

為泰國（東北）工場代禱 

1. 為東北 Ubon 福音堂剛舉行的男士福音聚會和接待短宣福音跟進與 Kaew

牧師的健康祈禱。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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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謝主賜予東北四間堂會和曼谷五堂會接待短宣，聯合教學和福音工作，

為 Buriram, Khoknoi, Phibun, Ubon 和曼谷 Peace 堂會祈禱。 

3. 為歐陽姑娘在協助七月泰宣隊有良好的靈性和溝通祈禱。 

4. 為歐陽姑娘在居住宿舍返回教會公共交通困難祈禱。 

為海宣部代禱 

1. 請為暑期泰國短宣 28 人於 21-29/7 出發，願聖靈恩賜團隊合一、健康和豐盛的

生命回來。 

2. 求主為本會預泰國宣教士和柬埔寨宣教士的人選，委身天國服侍跨文化的群體

祈禱。 

3. 為 31/10-7/11 招募柬埔寨醫療短宣隊員 16 名祈禱，特別求主興起本會的醫生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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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基督徒關懷差会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oncern              

( www.icc-concern.org ) 

~ 差情尋系列~ 籌款音樂劇 2009 ~ [柬柬柬柬 約約約約]  於 8 月 6 日至 7 日 紅館公演  

讓信徒明白柬埔寨宣教情況,鼓勵他們多關心當地人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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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一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第八十一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第八十一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第八十一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榮耀之旅》 

2009 年的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將於 8 月 1 日至 10 日假九龍城浸信會舉行。 

為讓更多弟兄姊妹得著栽培及復興。 

 

講員：楊詠嫦博士(早堂)       賴建國牧師(午堂)      羅祖澄牧師(晚堂) 

主題：偉大的神！偉大的福音！ 拯救的神，敬拜的主  激情為主、扎根真理 

  (羅馬書)      (出埃及記) 

www.hkbibleconfere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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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必成使命必成使命必成使命必成 2009—堂會差傳事工堂會差傳事工堂會差傳事工堂會差傳事工（（（（啟動系列第二輯啟動系列第二輯啟動系列第二輯啟動系列第二輯））））       www.hkacm.org.hk 

目的：協助有志開展差傳事工的堂會，拓展異象使命、啟動差傳事工、釐訂具體計

劃。  

對象：大使命信徒、差委、長執、教牧 

日期：9 月 10、24 日；10 月 8、22 日；11 月 5、19 日（週四） 

時間：晚上 7:45-9:30  地點：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費用：六堂費用 HK$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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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神所要的祭神所要的祭神所要的祭神所要的祭 ,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 ?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本會教友本會教友本會教友本會教友) 

                                ‧ 
3‧123  ︱ 6——︱6‧532︱3——︱1‧765 ︱6 ——︱ 
           ‧ 
求 主憐    憫 ,   基督憐  憫 ,    求主憐   憫。 

 

  每星期的崇拜中我們都有認罪這一環節，然後藉主禮的宣告,我們的罪全

赦了。其實我們不單只是星期天來崇拜求神赦免，無論大大小小的罪都好像一

次赦免了便搞點，非也 ! 我們真的每天都在罪中生活，所以我覺得要重視及

珍惜上帝的赦免，並且我們有安靜反省的時間，過去我們所發生的事情及行

為；有關乎自已的和別人的都數不勝數，有時可能多得也忘記了。因此，我們

應當把握神給我們赦罪的恩典；更重要的是：神看我們的心思及真誠悔罪之心

有多真 ? 祂是鑑察人心的主啊! 

 

  詩人所說：袮所喜愛的,是內裏誠實,袮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詩

51:6) 
 

  此時此刻我們不斷被壓力、被要求有成效地工作及事奉，忙碌成為我們的

伴侶，成效成為我們追求的成績表；體恤、憐憫、關懷、愛心…. 等已放入冰

箱內雪藏；公平、公義也呼喚不來。神阿！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

的罪孽。 

 

  基督徒呀 ! 我們幸有一位保惠師,祂知道我們的軟弱, 知道我們的處境如

何?祂更希望我們每時都行在祂的道上。但是，我們卻是被惡所勝。正如保羅

所說:心靈願意但肉體卻軟弱,我所願作的我不去作,我所不願作的我倒去作。 

 

  感謝上帝！我們有這大大的福氣，只要祈求，隨時就必得赦免；更可以每

星期天來到聖殿中敬拜祂，求祂赦免。得蒙赦罪之恩後，當回到工作崗位上又

再重新得力。只是我們敬拜祂，向祂求赦免之時，我們知否祂祂祂祂所要的是什麼呢? 

 

        祂祂祂祂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阿！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 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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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分享崇拜分享崇拜分享崇拜分享 

 

                                                   溫家浩                                                                

(本堂教友) 

   回想第一次參與崇拜都應該是十八、九年前的事：綠色的椅子、一個簡約的講台

放在稍為高了兩級的台上、一個細小的地方、一大清早八時半開始的崇拜，還記得當

時是跪在這兩級梯級上領聖餐的… …  

  隨著時間的過去，崇拜的時、地、人都有一些轉變，但崇拜的中心對象﹣我們的

主，卻是永不改變的。上帝透過崇拜程序和禮儀、透過教牧、長執的教導和提醒，我

從一知半解、一頭霧水，慢慢學習怎樣存一個以上帝為本、敬畏的心參與崇拜。雖然

沐恩堂不是於一座單是外表已經叫人肅敬靜默的大教堂內崇拜，但我確信，最要緊

的，是弟兄姊妹都以一顆渴慕和作好準備的心，以心 和誠實敬拜上帝。地方、環境、

陳設等等都只是輔助，是次要的，甚或毫不重要。 

                    

朱碗婷 

    (本堂教友) 

  我常常覺得，能夠返崇拜，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恩典。特別是看到，近日因為豬流

感，有不少傷殘人士的院舍也需要封院，以致崇拜不能繼續在當中舉行，或學員們不

再獲准離開院舍返崇拜，我們就知道，能夠返崇拜，真的並非父上帝必然會加給我們

的禮物。 

  我是很享受返崇拜的，我認為，那是上帝邀請我們不配得地進入祂的同在。是祂

藉崇拜，容讓我們放下生活中的一切煩惱，並走到祂的寶座前去敬拜祂、去讚美祂的

信實大能。 

有時候，自己也會因好奇或貪方便的緣故，去了其他教會而沒有返沐恩堂崇拜。

不過，那倒教我更珍惜沐恩堂持守的崇拜禮儀。沒有了禮儀、沒有了某部分程序的崇

拜，總讓我感到不完滿及遺憾。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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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105 86 98 - 102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20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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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 - - 16 

初中初中初中初中級級級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6 2 4 4 - 4 

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 10 10 - -  10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15 12 8 12 - 12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5 - - - - 5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1 3 5 3 - 3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6 5 4 9 - 6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12 11 7 7 - 9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8 5 - 7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 - 5 - 5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36 31 22 26 - 29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流感暫停流感暫停流感暫停流感暫停 流感暫停流感暫停流感暫停流感暫停 流感暫停流感暫停流感暫停流感暫停 流感暫停流感暫停流感暫停流感暫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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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七七七七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八八八八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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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25/7 1/8 8/8 15/8 22/8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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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公義社會公義社會公義社會公義 決不食言決不食言決不食言決不食言 

活靈堂青活靈堂青活靈堂青活靈堂青

少年崇拜少年崇拜少年崇拜少年崇拜 
何謂教會何謂教會何謂教會何謂教會 勇勇勇勇氣氣氣氣 1 

戶外週戶外週戶外週戶外週+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勇氣勇氣勇氣勇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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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也是是他也是是他也是是他也是

你和我你和我你和我你和我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世情知世情知世情知世情知 

多少多少多少多少 

你你你你 OK, 

我我我我 OK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新學年大新學年大新學年大新學年大

計暨生日計暨生日計暨生日計暨生日

週週週週(5-8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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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合團彼得合團彼得合團彼得合團 

長長長長隆之旅隆之旅隆之旅隆之旅 

27-29/7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活靈堂活靈堂活靈堂活靈堂 

培靈會培靈會培靈會培靈會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戶外靈修戶外靈修戶外靈修戶外靈修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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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訪探訪探訪探訪 愛筵愛筵愛筵愛筵 

人生交叉人生交叉人生交叉人生交叉

點點點點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時事問答時事問答時事問答時事問答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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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日日日日) 
- - -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16/8(日日日日)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3/8(日日日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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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解毒情緒解毒情緒解毒情緒解毒

26/7(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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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7 22/7 29/7 5/8 12/8 19/8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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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製作手工製作手工製作手工製作 
粵曲粵曲粵曲粵曲,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齊齊唱齊齊唱齊齊唱齊齊唱 

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

問答問答問答問答 ( 

五至七五至七五至七五至七)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齊禱告齊禱告齊禱告齊禱告

(可可可可

12:30-31

上上上上) 

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

(八八八八)—耶弗耶弗耶弗耶弗

他他他他 

 

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 

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 

家事家事家事家事 

百寶箱百寶箱百寶箱百寶箱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9/7 26/7 2/8 9/8    16/8 23/8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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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初中主日學初中主日學初中主日學初中主日學

(中一至中中一至中中一至中中一至中

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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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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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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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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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的少教會的少教會的少教會的少

年事工年事工年事工年事工 
--- 

安得烈團安得烈團安得烈團安得烈團

契契契契,彼得團彼得團彼得團彼得團

契及團友契及團友契及團友契及團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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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七七七七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八八八八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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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26/7 2/8 9/8    16/8 23/8 30/8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七主日第七主日第七主日第七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八主日第八主日第八主日第八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第第第十一十一十一十一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第第第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第第第十三十三十三十三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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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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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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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林靜茹牧師林靜茹牧師林靜茹牧師林靜茹牧師 戴師母戴師母戴師母戴師母師師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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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鄭瑞芬教鄭瑞芬教鄭瑞芬教鄭瑞芬教師師師師 合合合合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合合合合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合合合合 合合合合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周貝周貝周貝周貝如如如如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耶耶耶耶 23:1-6 

弗弗弗弗 2:11-22 

可可可可 6:30-34, 

53-56 

王下王下王下王下 4:42-44 

弗弗弗弗 3:14-21 

約約約約 6:1-21 

出出出出 6:2-4,9-15 

弗弗弗弗 4:1-16 

約約約約 6:24-35 

王上王上王上王上 19:4-8 

弗弗弗弗 4:25-5:2 

約約約約 6:35,41-51 

箴箴箴箴 9:1-6 

弗弗弗弗 5:15-20 

約約約約 6:51-58 

書書書書 24:1-2 上上上上, 

14-18 

弗弗弗弗 6:10-20 

約約約約 6:56-69 

 

申申申申 4:1-2,6-9 

雅雅雅雅 1:17-27 

可可可可 7:1-8,14-15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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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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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 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 ---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 

吳吳吳吳  蝶蝶蝶蝶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曾偉倫曾偉倫曾偉倫曾偉倫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歐美蓮歐美蓮歐美蓮歐美蓮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 張張張張  靜靜靜靜 ---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趙沛睛趙沛睛趙沛睛趙沛睛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六六六六)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地地地地) 

冼冼冼冼慧珊慧珊慧珊慧珊(六六六六)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地地地地)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六六六六)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地地地地)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六六六六)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地地地地)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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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地地地地 

何何何何  太太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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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450, 

438,441 

59,323, 

361,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5,225 

207,505, 

438,369 

211,243, 

363,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5,227 

203,340, 

342,225 

64,474,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7,483 

59,348, 

490,488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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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 ---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 ---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七七七七月月月月)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八八八八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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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月月月月) 、、、、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八八八八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