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九九九九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沐恩堂 

地址 ：沙田豐順街禾輋信義學校 

電話 ：2681 1800 

傳真 ：2691 1824 

電郵 ：aglc@netvigator.com 

網址 ：http://aglc.elchk.org.hk  

堂主任  ：吳麗卿牧師 

傳道同工：方克信教師  鄭瑞芬教師 

 

沐沐沐沐    

  恩恩恩恩   

     月月月月     

         刊刊刊刊 

 
 

死的啟示 
 

何俊威弟兄 

（本堂執事） 

 

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經的四個階段乃人生必經的四個階段乃人生必經的四個階段乃人生必經的四個階段。。。。前三者前三者前三者前三者，，，，我想大家都有經驗我想大家都有經驗我想大家都有經驗我想大家都有經驗，，，，

而談到而談到而談到而談到““““死死死死””””，，，，身邉親友的離去總帶給我一些人生及信仰上的反思身邉親友的離去總帶給我一些人生及信仰上的反思身邉親友的離去總帶給我一些人生及信仰上的反思身邉親友的離去總帶給我一些人生及信仰上的反思。。。。

七月七日下午我接到鄭教師的一個電話七月七日下午我接到鄭教師的一個電話七月七日下午我接到鄭教師的一個電話七月七日下午我接到鄭教師的一個電話，，，，當她道出譚曉文一家的死訊當她道出譚曉文一家的死訊當她道出譚曉文一家的死訊當她道出譚曉文一家的死訊

時時時時，，，，頓時覺得生命是如此脆弱和短暫頓時覺得生命是如此脆弱和短暫頓時覺得生命是如此脆弱和短暫頓時覺得生命是如此脆弱和短暫！！！！接着的一星期裡接着的一星期裡接着的一星期裡接着的一星期裡，，，，我腦海中不我腦海中不我腦海中不我腦海中不

時浮現兩個小朋友的影子時浮現兩個小朋友的影子時浮現兩個小朋友的影子時浮現兩個小朋友的影子，，，，他們為何會遭受這樣殘酷的對待呢他們為何會遭受這樣殘酷的對待呢他們為何會遭受這樣殘酷的對待呢他們為何會遭受這樣殘酷的對待呢？？？？這件這件這件這件

事事事事，，，，我自己也摸不着頭腦我自己也摸不着頭腦我自己也摸不着頭腦我自己也摸不着頭腦，，，，心底裡也有點埋怨心底裡也有點埋怨心底裡也有點埋怨心底裡也有點埋怨。。。。幸好在一個祈禱會裡幸好在一個祈禱會裡幸好在一個祈禱會裡幸好在一個祈禱會裡，，，，

得悉譚曉文在遇害前的一星期得悉譚曉文在遇害前的一星期得悉譚曉文在遇害前的一星期得悉譚曉文在遇害前的一星期，，，，於團契後曾接受婉婷的栽培於團契後曾接受婉婷的栽培於團契後曾接受婉婷的栽培於團契後曾接受婉婷的栽培，，，，且清楚且清楚且清楚且清楚

得救得救得救得救，，，，頓時令我感到如釋頓時令我感到如釋頓時令我感到如釋頓時令我感到如釋重負重負重負重負。。。。從這事件上從這事件上從這事件上從這事件上，，，，上帝叫我看重靈魂上帝叫我看重靈魂上帝叫我看重靈魂上帝叫我看重靈魂，，，，看看看看

重生命重生命重生命重生命！！！！        

    

過去過去過去過去，，，，以色列人因對上帝的不順服與信心不足以色列人因對上帝的不順服與信心不足以色列人因對上帝的不順服與信心不足以色列人因對上帝的不順服與信心不足，，，，花了四十年才走完花了四十年才走完花了四十年才走完花了四十年才走完

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十一天的路程十一天的路程十一天的路程十一天的路程。。。。我相信上帝今天也在對我們說相同的話我相信上帝今天也在對我們說相同的話我相信上帝今天也在對我們說相同的話我相信上帝今天也在對我們說相同的話：：：：你已經你已經你已經你已經

待待待待在原地在原地在原地在原地────────禾輋信義學校太久了禾輋信義學校太久了禾輋信義學校太久了禾輋信義學校太久了！！！！這是我為你們預備的禾塲這是我為你們預備的禾塲這是我為你們預備的禾塲這是我為你們預備的禾塲，，，，你不你不你不你不

能一直在原地打轉能一直在原地打轉能一直在原地打轉能一直在原地打轉，，，，年復一年做相同的事情年復一年做相同的事情年復一年做相同的事情年復一年做相同的事情，，，，然後希望情況會有所改然後希望情況會有所改然後希望情況會有所改然後希望情況會有所改

變變變變。。。。現在是放下過去的傷痛和挫敗現在是放下過去的傷痛和挫敗現在是放下過去的傷痛和挫敗現在是放下過去的傷痛和挫敗，，，，起身往前行的時候了起身往前行的時候了起身往前行的時候了起身往前行的時候了。。。。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作工的人少作工的人少作工的人少””””，，，，上帝今日已經向你向我作出了邀上帝今日已經向你向我作出了邀上帝今日已經向你向我作出了邀上帝今日已經向你向我作出了邀

請請請請，，，，去收祂的莊稼吧去收祂的莊稼吧去收祂的莊稼吧去收祂的莊稼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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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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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80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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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0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9 人人人人。。。。 

2. 由於由於由於由於要要要要趕於八月底前決定本堂是否將趕於八月底前決定本堂是否將趕於八月底前決定本堂是否將趕於八月底前決定本堂是否將 07 年的年的年的年的 50 萬元免息貸款萬元免息貸款萬元免息貸款萬元免息貸款，，，，以債券形式以債券形式以債券形式以債券形式

繼續支持馮鎰社會服務大樓三期及恩頤居的興建繼續支持馮鎰社會服務大樓三期及恩頤居的興建繼續支持馮鎰社會服務大樓三期及恩頤居的興建繼續支持馮鎰社會服務大樓三期及恩頤居的興建，，，，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

會提早於會提早於會提早於會提早於 23/8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會中除選舉蔡志明及鄭翠瓊為下屆執事外會中除選舉蔡志明及鄭翠瓊為下屆執事外會中除選舉蔡志明及鄭翠瓊為下屆執事外會中除選舉蔡志明及鄭翠瓊為下屆執事外，，，，亦一致通過亦一致通過亦一致通過亦一致通過

將港幣將港幣將港幣將港幣 50 萬元以債券形式繼續支持馮鎰社會服務大樓三期及恩頤居的興建萬元以債券形式繼續支持馮鎰社會服務大樓三期及恩頤居的興建萬元以債券形式繼續支持馮鎰社會服務大樓三期及恩頤居的興建萬元以債券形式繼續支持馮鎰社會服務大樓三期及恩頤居的興建。。。。 

3.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部於部於部於部於 30/8 舉辦之讀經日舉辦之讀經日舉辦之讀經日舉辦之讀經日，，，，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41 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29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2 人人人人)，，，，肢肢肢肢

體聚精會神地體聚精會神地體聚精會神地體聚精會神地研研研研讀讀讀讀「「「「約拿書約拿書約拿書約拿書」，」，」，」，各人獲益良多各人獲益良多各人獲益良多各人獲益良多，，，，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 

4. 為為為為鼓勵肢體看重讀經及靈修生活鼓勵肢體看重讀經及靈修生活鼓勵肢體看重讀經及靈修生活鼓勵肢體看重讀經及靈修生活，，，，傳栽部於傳栽部於傳栽部於傳栽部於 8 月份起月份起月份起月份起，，，，每主日早每主日早每主日早每主日早上上上上 9:45 分假分假分假分假

二樓二樓二樓二樓「「「「清心閣清心閣清心閣清心閣」」」」有早晨靈修時段有早晨靈修時段有早晨靈修時段有早晨靈修時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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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慶祝本會成立為慶祝本會成立為慶祝本會成立為慶祝本會成立 55 週年週年週年週年，，，，沙田區與北區教會於沙田區與北區教會於沙田區與北區教會於沙田區與北區教會於 22/11 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舉辦舉辦舉辦舉辦感感感感恩崇拜恩崇拜恩崇拜恩崇拜，，，，地地地地

點為烏溪沙之青年新村點為烏溪沙之青年新村點為烏溪沙之青年新村點為烏溪沙之青年新村，，，，該日除早上有聯合崇拜外該日除早上有聯合崇拜外該日除早上有聯合崇拜外該日除早上有聯合崇拜外，，，，午膳後亦舉辦活動午膳後亦舉辦活動午膳後亦舉辦活動午膳後亦舉辦活動，，，，費費費費

用用用用$50 大小同價大小同價大小同價大小同價，，，，現已開始報名現已開始報名現已開始報名現已開始報名，，，，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9 月底月底月底月底。。。。 

6.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20/9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30 分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按立周琼顏教師分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按立周琼顏教師分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按立周琼顏教師分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按立周琼顏教師(靈匠堂靈匠堂靈匠堂靈匠堂)及葉及葉及葉及葉

雪雪雪雪鳯教師鳯教師鳯教師鳯教師(真理堂真理堂真理堂真理堂)為牧師為牧師為牧師為牧師，，，，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共証上共証上共証上共証上帝恩帝恩帝恩帝恩。。。。 

7. 本堂將於十月試辦基督少年軍中級組本堂將於十月試辦基督少年軍中級組本堂將於十月試辦基督少年軍中級組本堂將於十月試辦基督少年軍中級組，，，，(11 歲歲歲歲-18 歲歲歲歲)歡迎肢體鼓勵適齡子女參歡迎肢體鼓勵適齡子女參歡迎肢體鼓勵適齡子女參歡迎肢體鼓勵適齡子女參

加加加加，，，，時時時時間間間間為逢星期六早上為逢星期六早上為逢星期六早上為逢星期六早上 10:00-12:00。。。。 

8. 學道班學道班學道班學道班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10 月份開班月份開班月份開班月份開班，，，，凡有志認識基督教信仰或準備洗禮者凡有志認識基督教信仰或準備洗禮者凡有志認識基督教信仰或準備洗禮者凡有志認識基督教信仰或準備洗禮者，，，，歡迎報名參歡迎報名參歡迎報名參歡迎報名參

加加加加。。。。 

9. 方教師於方教師於方教師於方教師於 20/8-29/8 及及及及 1/9-4/9 放年假共放年假共放年假共放年假共 11 天天天天。。。。 

10. 鄭教師於鄭教師於鄭教師於鄭教師於 15/8-19/8 放年假共放年假共放年假共放年假共 4 天天天天。。。。 

11. 吳牧師於吳牧師於吳牧師於吳牧師於 8/8-9/8 放年假共放年假共放年假共放年假共 2 天天天天。。。。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梁希桐姊妹梁希桐姊妹梁希桐姊妹梁希桐姊妹已已已已於於於於 6/8 前往美國交流一年前往美國交流一年前往美國交流一年前往美國交流一年，，，，請為她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適應代請為她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適應代請為她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適應代請為她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適應代

禱禱禱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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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謝詩淇姊妹之母親心臟謝詩淇姊妹之母親心臟謝詩淇姊妹之母親心臟謝詩淇姊妹之母親心臟仍然仍然仍然仍然衰衰衰衰弱弱弱弱，，，，需視乎需視乎需視乎需視乎心臟心臟心臟心臟穩定穩定穩定穩定後後後後才做才做才做才做手術手術手術手術，，，，也請記念詩也請記念詩也請記念詩也請記念詩

淇淇淇淇照照照照顧母親及為她洗腎禱告顧母親及為她洗腎禱告顧母親及為她洗腎禱告顧母親及為她洗腎禱告。。。。 

3. 為周于琴姊妹在柬埔寨的宣教事奉禱告為周于琴姊妹在柬埔寨的宣教事奉禱告為周于琴姊妹在柬埔寨的宣教事奉禱告為周于琴姊妹在柬埔寨的宣教事奉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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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福給她賜福給她賜福給她賜福給她，，，，成為別人成為別人成為別人成為別人

的祝福的祝福的祝福的祝福。。。。。。。。 

4.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蔚姊妹父親身體的康復周貝蔚姊妹父親身體的康復周貝蔚姊妹父親身體的康復周貝蔚姊妹父親身體的康復，，，，繼續禱繼續禱繼續禱繼續禱告告告告。。。。 

5. 李敏儀姊妹的母親健康欠佳李敏儀姊妹的母親健康欠佳李敏儀姊妹的母親健康欠佳李敏儀姊妹的母親健康欠佳，，，，曾曾曾曾在沙田醫院療養在沙田醫院療養在沙田醫院療養在沙田醫院療養，，，，現已回家休息現已回家休息現已回家休息現已回家休息。。。。 

6. 蔡志明姊妹的父親曾因肺炎入住威院蔡志明姊妹的父親曾因肺炎入住威院蔡志明姊妹的父親曾因肺炎入住威院蔡志明姊妹的父親曾因肺炎入住威院，，，，現在家休養現在家休養現在家休養現在家休養。。。。 

7. 范振毅弟兄的父親范振毅弟兄的父親范振毅弟兄的父親范振毅弟兄的父親罹罹罹罹患癌症患癌症患癌症患癌症，，，，弟兄與彭雅頌姊妹需貼身照料弟兄與彭雅頌姊妹需貼身照料弟兄與彭雅頌姊妹需貼身照料弟兄與彭雅頌姊妹需貼身照料，，，，請為他們代禱請為他們代禱請為他們代禱請為他們代禱，，，，

求上帝幫助及憐憫求上帝幫助及憐憫求上帝幫助及憐憫求上帝幫助及憐憫。。。。 

8. 張振平弟兄張振平弟兄張振平弟兄張振平弟兄榮獲第三屆亞太區硬地滾球賽季軍榮獲第三屆亞太區硬地滾球賽季軍榮獲第三屆亞太區硬地滾球賽季軍榮獲第三屆亞太區硬地滾球賽季軍，，，，本堂謹此祝賀本堂謹此祝賀本堂謹此祝賀本堂謹此祝賀。。。。 

 

二二二二.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肢體肢體肢體肢體屬靈屬靈屬靈屬靈及教會復興代禱守望及教會復興代禱守望及教會復興代禱守望及教會復興代禱守望。。。。 

2. 為身體軟弱的肢體及其家人代禱為身體軟弱的肢體及其家人代禱為身體軟弱的肢體及其家人代禱為身體軟弱的肢體及其家人代禱：：：：謝詩淇母親謝詩淇母親謝詩淇母親謝詩淇母親、、、、周偉韜伯伯周偉韜伯伯周偉韜伯伯周偉韜伯伯、、、、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蘇妹蘇妹蘇妹蘇妹、、、、

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的的的的父親父親父親父親，，，，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的的的的母親等母親等母親等母親等。。。。 

3. 為台灣為台灣為台灣為台灣風災後重建風災後重建風災後重建風災後重建，，，，國內烏魯木齊治安國內烏魯木齊治安國內烏魯木齊治安國內烏魯木齊治安，，，，國家十一慶典等禱告國家十一慶典等禱告國家十一慶典等禱告國家十一慶典等禱告。。。。 

4. 為本堂新舊執事事奉禱告為本堂新舊執事事奉禱告為本堂新舊執事事奉禱告為本堂新舊執事事奉禱告，，，，讓彼此有同一心讓彼此有同一心讓彼此有同一心讓彼此有同一心思意念思意念思意念思意念，，，，興旺福音興旺福音興旺福音興旺福音，，，，建立教會建立教會建立教會建立教會。。。。 

5. 為周于琴姊妹在柬埔寨的宣教服事為周于琴姊妹在柬埔寨的宣教服事為周于琴姊妹在柬埔寨的宣教服事為周于琴姊妹在柬埔寨的宣教服事。。。。 

6. 為三位教牧同工計劃下年度的教會方向和計劃禱告為三位教牧同工計劃下年度的教會方向和計劃禱告為三位教牧同工計劃下年度的教會方向和計劃禱告為三位教牧同工計劃下年度的教會方向和計劃禱告。。。。 

 

2009 年年年年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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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會慶崇拜詩歌練習會慶崇拜詩歌練習會慶崇拜詩歌練習會慶崇拜詩歌練習    

主禮主禮主禮主禮、、、、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指揮指揮指揮指揮、、、、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

及弟兄姊妹及弟兄姊妹及弟兄姊妹及弟兄姊妹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0(日日日日) 按牧典禮按牧典禮按牧典禮按牧典禮 全體教友全體教友全體教友全體教友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5(五五五五) 教師日教師日教師日教師日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 

27(日日日日) 主日學導師進深訓練班主日學導師進深訓練班主日學導師進深訓練班主日學導師進深訓練班 2009 
曾任或現任主曾任或現任主曾任或現任主曾任或現任主

日學導師日學導師日學導師日學導師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九九九九

月月月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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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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五五五五))))    2222----3333 中秋營會中秋營會中秋營會中秋營會    各團團友各團團友各團團友各團團友    團契團契團契團契部部部部    

4(4(4(4(日日日日))))    崇拜小組集思會崇拜小組集思會崇拜小組集思會崇拜小組集思會    崇拜小組組員崇拜小組組員崇拜小組組員崇拜小組組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6(6(6(6(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    全體教牧同工全體教牧同工全體教牧同工全體教牧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6(6(6(6(二二二二))))    會慶崇拜禮儀預習及主禮訓練會慶崇拜禮儀預習及主禮訓練會慶崇拜禮儀預習及主禮訓練會慶崇拜禮儀預習及主禮訓練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6(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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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四四四四))))    8,15,22,298,15,22,298,15,22,298,15,22,29 家庭輔導家庭輔導家庭輔導家庭輔導（（（（教牧工作坊教牧工作坊教牧工作坊教牧工作坊））））    本會教牧同工本會教牧同工本會教牧同工本會教牧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0(10(10(10(六六六六))))    斐濟華人異象分享會斐濟華人異象分享會斐濟華人異象分享會斐濟華人異象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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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13(13(二二二二))))    13, 20,2713, 20,2713, 20,2713, 20,27 婦女培訓婦女培訓婦女培訓婦女培訓 ((((二二二二 ))))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22(22(22(22(四四四四))))    會慶崇拜主禮訓練會慶崇拜主禮訓練會慶崇拜主禮訓練會慶崇拜主禮訓練    
各區會慶崇拜各區會慶崇拜各區會慶崇拜各區會慶崇拜

主禮主禮主禮主禮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4(24(24(24(六六六六))))    24242424----26262626 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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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培信徒培信徒培信徒培

育部育部育部育部    

27(27(27(27(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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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31(31(六六六六))))    信義宗聯會週年大會信義宗聯會週年大會信義宗聯會週年大會信義宗聯會週年大會    本宗信徒本宗信徒本宗信徒本宗信徒    香港信義宗聯會香港信義宗聯會香港信義宗聯會香港信義宗聯會    

 

十十十十 

月月月月 

31(31(31(31(六六六六))))    
31/1031/1031/1031/10----7/117/117/117/11 醫療短宣服侍佈道體驗醫療短宣服侍佈道體驗醫療短宣服侍佈道體驗醫療短宣服侍佈道體驗

團團團團    
醫療醫療醫療醫療人員信徒人員信徒人員信徒人員信徒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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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9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3/9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4/9 黃澤森黃澤森黃澤森黃澤森 5/9 

6/9 7/9 8/9 林翠蘭林翠蘭林翠蘭林翠蘭 9/9 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 10/9 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             

    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 

11/9 12/9 楊寶楊寶楊寶楊寶蓮蓮蓮蓮 

13/9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14/9 15/9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16/9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17/9 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 18/9 19/9 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 

20/9 21/9 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 

    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 

22/9 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 

    吳煒君吳煒君吳煒君吳煒君 

23/9 24/9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 

    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 

25/9 26/9 

27/9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28/9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 

   *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 

29/9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30/9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1/10 2/10 3/10 

4/10 *譚譚譚譚智智智智輝輝輝輝 5/10 6/10 黎美君黎美君黎美君黎美君 7/10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8/10 9/10 10/10 

11/10 12/10 13/10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14/10 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 15/10 16/10 17/10 

18/10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19/10 20/10 21/10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22/10 23/10 吳淑華吳淑華吳淑華吳淑華 24/10 

25/10 26/10 27/10 28/10 29/10 30/10 楊玲弟楊玲弟楊玲弟楊玲弟 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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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寶劍練習寶劍練習寶劍練習寶劍練習：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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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       (       (       (章章章章

數數數數))))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寫作日期寫作日期寫作日期寫作日期    寫作地點寫作地點寫作地點寫作地點    主主主主                                        旨旨旨旨    出題者出題者出題者出題者    

那鴻書       (3) 那鴻 主前 620 耶路撒冷 報仇：尼尼微城招致滅亡的結局 安得烈團 

哈巴谷書     (3) 哈巴谷 主前 598 耶路撒冷 考驗：對神在政治道德上的疑問 彼得團 

西番雅書     (3) 西番雅 主前 610 耶路撒冷 定罪：神忿怒之日要審判以色列 約翰團 

哈該書       (2) 合該 主前 520 耶路撒冷 重建：鼓勵歸回之餘民重建聖殿 提摩太團 

撒迦利亞書  (14) 撒迦利亞 主前 518 耶路撒冷 重建：安慰歸回之餘民神愛常在 以諾團 

瑪拉基書     (4) 瑪拉基 主前 425 耶路撒冷 詭詐：以色列歸回後之敗壞墮落 雅各團 

建議出題方法：是非、選擇、配對、填充、動作、像聲、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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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太太太太 5:85:85:85:8    

清心『靈修時段』每主日，早上九時四＋五分於二樓「清心閣」。 

靈命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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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宣教本會宣教本會宣教本會宣教工場工場工場工場 

為柬埔寨工場代禱 

1. 感謝主在短宣當中的帶領和給我一同生活經歷。 

2. 求主賜福差會辦理當地註冊的手續事宜順利。 

3. 求主加強本地傳道與宣教士在金邊大膽地傳福音。 

為斐濟工場代禱 

1. 求主記念曾牧師一家返港述職時，當地華人教會的一切聚會、運作。 

2. 求主記念當地華人教會在暫時借用斐濟人教會作崇拜時，能達到聖徒相通、合一之見證。 

為泰國（曼谷）工場代禱 

1. 求上帝為泰國獄中的福音工作（在該位積極的弟兄出獄後）預備接捧人。 

2. 求主記念泰國的每個家庭，使孩童能在成長中得幫助，減低出現未婚媽媽的情況。 

3. 求主幫助林姑娘，靠着主能以承擔 HOG 內一個個沉重的生命。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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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泰國（東北）工場代禱 

1. 求主幫助更多信徒家庭，藉整個家庭認識宣教工場，成為工場的更大支持。 

2. 求主堅固泰國信徒禱告的心志，並從中得力。  

為海宣部代禱 

1. 請為 2009 年，10 月 31 日-11 月 7 日「「「「０９０９０９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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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隊員祈禱：現尚欠缺醫生現尚欠缺醫生現尚欠缺醫生現尚欠缺醫生

３３３３名名名名，，，，護療員護療員護療員護療員４４４４名名名名。。。。懇請大家代禱守望，如有查詢，歡迎聯絡本會海外宣教部 23885847。感謝

主賜予一起開墾荒地的福氣！ （註：九月中旬開始舉行集訓） 

2. 斐濟華人異象分享會斐濟華人異象分享會斐濟華人異象分享會斐濟華人異象分享會：10/10 (六)下午 7:30 在信義樓禮堂舉行，曾國輝牧師將完成第二期斐濟宣教

事奉述職返港，歡迎赴會，共頌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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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B1 小組查經材料小組查經材料小組查經材料小組查經材料 DIY (秋季訓練課程，適合團契導師及職員) 

課程大綱：查經材料的要素、歸納式研經的基本原理、查經問題、小組實習及評估 

日期：11 月 11、18、25 日及 12 月 2、9 日（逢週三，共 5 堂） 費用：$300 

時間：7：30 ~ 9：30PM 上課地點：香港讀經會訓練中心（尖沙咀聖安德烈中心３字） 

名額有限，請早報名！    www.hksu.org.hk 

相信大家必能得着造就相信大家必能得着造就相信大家必能得着造就相信大家必能得着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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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栽培員及栽培訓練招募栽培員及栽培訓練招募栽培員及栽培訓練招募栽培員及栽培訓練    

日期、時間 (等待確定 19/9,26/9,10/10   4:00-5:00) 

第一課：成長八課温故知新 

第二課：信耶穌一言為定四課栽培課程訓練 ( 1 ) 

第三課：信耶穌一言為定四課栽培課程訓練 ( 2 ) 

大家一同裝備，在十月至十二月期間為少年團契團友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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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時段』每主日早上九時四＋五分於二樓清心閣。靈命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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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匆匆渡過匆匆渡過匆匆渡過匆匆渡過 33 ! 23 ! 
黃佩珍姊妹黃佩珍姊妹黃佩珍姊妹黃佩珍姊妹 

（（（（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 
正值本堂今年是 23 週年紀念，我有兩個感覺： 

 

第一個感覺是時間過得真快啊! 正如詩人所說： 時光如飛而去， 在上帝眼裡千年如已過的一日， 讓我

曉得更加珍惜現時上帝給予我們在地上的日子。 

信義會沐恩堂匆匆地從沙青佈道所至今已渡過 33 年，而沐恩堂成立不經不覺已 23 個年頭，我是經歷其

中的一個，與沐恩堂一同成長的，所以我在沐恩堂是長者啦! ( 我是第一批受洗的教友 …..) ；   

 

第二就是給我有機會向弟兄姊妹述說上帝的恩典，沐恩堂的由來，過去的點滴，(想當年…..) 過去的日

子無論每一位義務的傳道人，牧者，弟兄姊妹都曾為福音的原故而努力， 正如保羅所說 ： 我們算不

得什麼，都是卑微的、不配得的。當初的我們什麼都不懂，一竅不通的黃毛丫頭，樣樣事情都是第一次

去試去做，我們有很多的第一次；有的也是一股傻勁，其實是因上帝的大能， 祂奇妙的恩典降臨到我

們這班愚絕的人身上。 

 

令我最深刻的是當時(沙青佈道所)聚會只有團契， 團契亦是青少年中心的核心宗教活動小組。很多活動

都依賴團契團友參予協助，實在有苦有樂，但當時的我們很樂意去策劃參予， 因為可讓人有認識上帝， 

傳福音的的機會， 所以什麼福音晚會、茶聚、電影會、露營、福音營、自製書簽、自印 T 恤等等…..。

可以做的都做盡，都是為了傳福音，雖然辛苦但是好喜樂好開心的， 與現在實是大相徑廷，完全不一

樣了。 

 

過去那麼多年所發生的事情實在有很多，好多我都忘記了，我們這群人(與我同時期的弟兄姊妹)也經歷

很多，現在我與大家分享的有三方面 ： 

第一是我 / 我們要讚美上帝 

第二是我 / 我們要感謝上帝 

第三是我 / 我們要尋求上帝 

 

1.1.1.1. 我們要讚美上帝我們要讚美上帝我們要讚美上帝我們要讚美上帝    

是因祂的大愛，祂的拯救， 從我個人而言 ： 回想起當初小妹糊里糊塗的踏入當時的信義會青少年

中心(現在的長者多元化服務中心)，其實只想參加一些興趣班而已； 但上帝又給我有機會學習鋼琴，

我們這個年代是不輕易的，因不是有錢人家，這是上帝給予的恩賜。 

 

 

沐恩堂的前身即 [沙青佈道所]，自己當時真不知如何成為佈道所團契的職員，(第一屆文書就是我)，當

時只有團契聚會(而主席已不在沐恩堂聚會了)；所有的職員對教會事工都全不懂，因本不是在教會的模

式下成立，是很特別的一群 。當時我們也被其他堂會(沙田區的信義會如活靈堂，救恩堂等堂會) 視為

特別的一群，特殊身份人物，因不知出自那一堂會(屬那一堂會)，當時總會經常討論我們的身份問題，

好像沒有身份証一樣。當真啊 !我們第一批受洗的，什麼記錄，拍照，相片留念，什麼都沒有的呀 ! 教

友証都沒有!(沐恩堂成立後就補領回) 我們亦沒過問，好奇怪呢?我們就是那麼單純的，也就是這樣成長

起來； 經歷過興旺人數眾多的時間，也有冷清的時候二，三人聚會。 

    

我要讚美上帝我要讚美上帝我要讚美上帝我要讚美上帝因祂的大慈愛，和的大能，團契沒有給我們搞垮。 我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時間，聚會人數

很少，很失望， 怎麼辦呢? 除了不斷的聯絡弟兄姊妹，關心他們，我們只有切切的跪下禱告，上帝是

垂聽禱告的，不知何時聚會人數又回復正常，我相信上帝就是這樣操練我們的信心。 

現今仍可站在沐恩堂與大家分享，讚美也是從心而出， 我總覺自己不善說話來表達， 

最容易是藉詩人所寫的詩歌，他們都是有感動而寫的詩歌，去表達對上帝的稱頌，所以我喜用詩歌與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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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姊妹分享， 因此，藉上帝的恩賜，音樂事奉我相信也成為的的終生事奉。 

    

2. 2. 2. 2. 我們要感謝上帝我們要感謝上帝我們要感謝上帝我們要感謝上帝， 

 

由佈道所而成立名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沐恩堂』是十分值得感恩。從前我們第一梯隊的弟兄姊妹，曾

經歷過的都知道建立一所堂會並不容易， 我說過當初我們的身份很特別，因為我們好像無名無份的孤

兒般而至有名有份(在地上)， 我相信在天上的父已識認我們了。但當時我們不甚了解那些複習的原因，

現在也不需要知道吧!因在天上的父親，祂必定認識我們，我們是祂的羊，我只知當時信義會總會有好些

牧者有此異象，弟兄姊妹的關心及幫助促成這件好事，以致我們有如今地步… 繼續向前。 

 

個人方面要感謝上帝的恩典要感謝上帝的恩典要感謝上帝的恩典要感謝上帝的恩典，正如有首詩歌「我不知道神奇妙恩，何以臨到我身， 照我本相實不

配， ………但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並且也深信祂能保全我一切所交付祂的，直到那日。」 

因為自從自己身體上出了毛病後，深深體會上帝的恩典，用多少”感謝”的說話也不足夠去回應父上帝

賜予的恩典，但主的保守我仍然可以有能力事奉，所以有機會都盡力，反之有些人因種種原因，被選上

時總是諸多考慮考慮才答應下來， 我總覺得你有機會被人選上並不是人在選擇你，而是上帝使用你，

祂不會撇下你， 祂會幫助使你成長的，祂知道我們要學習、要受試煉，在乎我們願不願意接受挑戰，

還是為自己顧慮多多，怕自己能力不遞，我想起當初的我就深信上帝不偏待人，祂在我們每人身上有不

同的造就及旨意，只是我們有沒有抓緊時間去回應上帝的愛而已。 

 

有一首詩歌好感動和提醒我們的， 就是”我願走主之路”(頌主聖詩 433)願與大家分享，特別是第三節

所提到的。 

 

最後與大家分享的是尋求上帝尋求上帝尋求上帝尋求上帝    

「有一件事我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聖殿中」，可說容易也是困難的事， 

容易的是身在聖殿，困難的是心在外面。 自己有時都會如此 ，人總是人，有軟弱的時候， 當今的人

世事繁忙，真的要求主赦免。 因此， 我們來敬拜主的時候， 先求祂免去我們的罪，潔淨我們才得見

上帝的面。但是”人”總歡走自己的路，身在聖殿心在外面呀! 詩人說 ： 我要尋求一生一世住在祂的

聖殿中， 這也是我所尋求的心願。人生每一階段都有不同的方向要尋求上帝的指引， 我希望 23 年後

仍然可以在聖殿當中與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祂、事奉祂，這是好得無比啊!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八八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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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87 104 106 109 10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13  18   66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 

初中初中初中初中級級級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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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 14 13 12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3 4 6 3 11 5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4 5 4 3 5 4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7 2 6 6 6 5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12 9 10 13 17 12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5 -- -- 5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 -- -- -- --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27 34 38 32 -- 33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4 10 14 -- 1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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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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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26/9 3/10 10/10 17/10 24/10 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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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律紀律紀律紀律 2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 

營會營會營會營會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Part-1 
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 活動週活動週活動週活動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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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的愛心的愛心的愛心的 

傳送傳送傳送傳送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營會營會營會營會 

營後營後營後營後 

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 
邪靈勿近邪靈勿近邪靈勿近邪靈勿近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鬥智鬥激鬥智鬥激鬥智鬥激鬥智鬥激

大比拼大比拼大比拼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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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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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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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康體週康體週康體週康體週 

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 

營會營會營會營會 

下年度下年度下年度下年度 

職員選舉職員選舉職員選舉職員選舉 

時事問時事問時事問時事問 

答比賽答比賽答比賽答比賽 
探訪訓練探訪訓練探訪訓練探訪訓練 探訪探訪探訪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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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日日日日)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7/9(日日日日) 
-- --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18/10(日日日日)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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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養生之道養生之道養生之道養生之道

27/9(日日日日) 
--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6/9 23/9 30/9 7/10 14/10 21/10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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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九九)— 

以比讚以比讚以比讚以比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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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至九七至九七至九七至九

月月月月)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齊禱告齊禱告齊禱告齊禱告 

聖物人物聖物人物聖物人物聖物人物 

(十十十十)-以倫以倫以倫以倫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 

長者屋長者屋長者屋長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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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9 20/9 27/9 4/10 11/10 18/10 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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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開學開學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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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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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開學開學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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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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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團提摩太團提摩太團提摩太團

契契契契,約翰團約翰團約翰團約翰團

契及團友契及團友契及團友契及團友 

--- --- 
教會的成教會的成教會的成教會的成

人事工人事工人事工人事工 
---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各團契各團契各團契各團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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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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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20/9 27/9 4/10 11/10 18/10 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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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十七主日第十七主日第十七主日第十七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八八八八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九九九九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二十一主日第二十一主日第二十一主日第二十一主日 

(綠綠綠綠)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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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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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楊寳蓮楊寳蓮楊寳蓮楊寳蓮 --- 黃鳯霞黃鳯霞黃鳯霞黃鳯霞 --- 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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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兆真牧師周兆真牧師周兆真牧師周兆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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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鎮英教師張鎮英教師張鎮英教師張鎮英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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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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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周周周周貝貝貝貝蔚蔚蔚蔚 連佩瑩連佩瑩連佩瑩連佩瑩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賽賽賽賽 50:4-9 上上上上 

雅雅雅雅 3:1-12 

可可可可 8:27-38 

耶耶耶耶 11:18-20 

雅雅雅雅 3:13- 

4:3,7-8 上上上上 

  可可可可 9:30-37 

民民民民 11:4-6, 

10-16,24-29 

雅雅雅雅 5:13-20 

可可可可 9:38-50  

創創創創 2:18-24 

來來來來 1:1-4, 

2:5-12 

可可可可 10:2-16 

摩摩摩摩 5:6-7, 

10-15 

來來來來 4:12-16 

可可可可 10:17-31 

賽賽賽賽 53:4-12 

來來來來 5:1-10 

可可可可 10:35-45 

耶耶耶耶 31:7-9 

來來來來 7:23-28 

可可可可 10:46-52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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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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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 

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 

梁依廷梁依廷梁依廷梁依廷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劉珠劉珠劉珠劉珠 

黃仙黃仙黃仙黃仙 

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 

吳蝶吳蝶吳蝶吳蝶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 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 --- 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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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六六六六)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地地地地)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六六六六)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地地地地)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六六六六) 

何何何何  太太太太(地地地地)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六六六六) 

何何何何  太太太太(地地地地)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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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25,496,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與主合與主合與主合與主合一一一一, 

295 

56,495, 
415,504 

45,496, 493,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6,503 

15,326, 

我們愛我們愛我們愛我們愛, 

358 

327,247,434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合一聖餐合一聖餐合一聖餐合一聖餐, 

高唱入雲高唱入雲高唱入雲高唱入雲 

42,348, 
403,498 

44,379,370,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0,227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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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兒崇合兒崇合兒崇合兒崇 --- 合兒崇合兒崇合兒崇合兒崇 ---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 連佩瑩連佩瑩連佩瑩連佩瑩 ---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九月九月九月九月)、、、、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更正月刊上更正月刊上更正月刊上更正月刊上月份九月司事執事為何俊威月份九月司事執事為何俊威月份九月司事執事為何俊威月份九月司事執事為何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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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月九月九月)、、、、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