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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靜的一天出發從平靜的一天出發從平靜的一天出發從平靜的一天出發    
 

林國豪弟兄 

（本堂教友） 

你會否也有這樣的經歷? 

 

一早起床, 腦海裡就只有當日的工作流程, 內心越想越不安, 非要立

刻刷牙,更衣, 出門去處理內心的困擾不可. 只是日復日, 困擾那有

停止的呢!  

 

靈性感到疲倦, 生活的杯子已經滿了. 滿到令人接受不了任何意外, 

一切都要在計劃中. 心想只剩十五分鐘就要出門, 打開聖經及靈修的

一段. 看後, 有提醒的就留下一點點, 沒有的就留待明天, 心想的是

十五分鐘. 這樣的生活蠻”乾”的. 緊張, 壓逼有時候讓人感到有進

行讀經靈修的一天已經算是幸福.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 (詩 46:10)  

 

當內心滿了各項要求, 我發覺早上的安靜對當日的工作尤其重要. 那

一刻的安靜決定了我用怎樣的心態面對當日的工作 – 是衝呀衝呀趕

死線; 或是平和,冷靜,專注的面對.聆聽帶我進入安靜.從我家可看到

聖華小學的天台. 早上有八九隻鴿子在天台的欄杆上”嬉戲”.聽見

雀鳥的叫聲,又看看藍天白雲, 我的心就平靜了.打開聖經讓我開始專

注思考, 疲倦的時候就合上眼睛休息, 存心感謝的安歇在主裡,這樣

的安靜讓我從繁重的工作中跳出, 舒展呼吸. 確實令我重新得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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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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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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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87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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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下年度執事已進行互選結果如下本堂下年度執事已進行互選結果如下本堂下年度執事已進行互選結果如下本堂下年度執事已進行互選結果如下：：：：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副主席兼主日學部副主席兼主日學部副主席兼主日學部副主席兼主日學部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文書兼主日學部文書兼主日學部文書兼主日學部文書兼主日學部────────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司庫兼團契部司庫兼團契部司庫兼團契部司庫兼團契部────────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兼崇拜部兼崇拜部兼崇拜部兼崇拜部────────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總務兼關顧部總務兼關顧部總務兼關顧部總務兼關顧部────────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3. 本堂兒童級及長者級本堂兒童級及長者級本堂兒童級及長者級本堂兒童級及長者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已然已然已然已然於於於於九月開課九月開課九月開課九月開課，，，，而中學組而中學組而中學組而中學組(F1-F5)亦於十月開亦於十月開亦於十月開亦於十月開

課課課課，，，，歡迎以上適齡之肢體參加歡迎以上適齡之肢體參加歡迎以上適齡之肢體參加歡迎以上適齡之肢體參加。。。。 

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將於最遲明年將於最遲明年將於最遲明年將於最遲明年(2010 年年年年)9 月前遷堂月前遷堂月前遷堂月前遷堂，，，，裝修工程將裝修工程將裝修工程將裝修工程將與學校配合與學校配合與學校配合與學校配合，，，，預計會於明預計會於明預計會於明預計會於明

年年初開始年年初開始年年初開始年年初開始，，，，請肢體禱告記念請肢體禱告記念請肢體禱告記念請肢體禱告記念。。。。 

5. 本會青少本會青少本會青少本會青少年年年年部為訓練更多青少年領袖服事教會部為訓練更多青少年領袖服事教會部為訓練更多青少年領袖服事教會部為訓練更多青少年領袖服事教會，，，，將繼續與美國福音信義會合將繼續與美國福音信義會合將繼續與美國福音信義會合將繼續與美國福音信義會合

作作作作，，，，選派本會四位青少年代表於選派本會四位青少年代表於選派本會四位青少年代表於選派本會四位青少年代表於 2010 年年年年 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8 月月月月(全期約三個月義工服務全期約三個月義工服務全期約三個月義工服務全期約三個月義工服務)，，，，

或或或或 7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8 月月月月(七個星期之義工服務七個星期之義工服務七個星期之義工服務七個星期之義工服務)赴美赴美赴美赴美，，，，擔任該會在威斯康辛州華寶湖夏令擔任該會在威斯康辛州華寶湖夏令擔任該會在威斯康辛州華寶湖夏令擔任該會在威斯康辛州華寶湖夏令

營的組長義工營的組長義工營的組長義工營的組長義工，，，，歡迎本會已受洗之青少年申請接受歡迎本會已受洗之青少年申請接受歡迎本會已受洗之青少年申請接受歡迎本會已受洗之青少年申請接受甄甄甄甄選選選選。。。。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陳巧銀婆婆陳巧銀婆婆陳巧銀婆婆陳巧銀婆婆曾曾曾曾因胆石入院因胆石入院因胆石入院因胆石入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回家休養回家休養回家休養回家休養。。。。 

2. 李金玉婆婆最近身體健李金玉婆婆最近身體健李金玉婆婆最近身體健李金玉婆婆最近身體健康欠佳康欠佳康欠佳康欠佳，，，，全身感疼痛致不能活動全身感疼痛致不能活動全身感疼痛致不能活動全身感疼痛致不能活動，，，，請記請記請記請記念念念念。。。。 

3. 謝詩淇姊妹已開始負責謝詩淇姊妹已開始負責謝詩淇姊妹已開始負責謝詩淇姊妹已開始負責為為為為母親洗母親洗母親洗母親洗賢賢賢賢，，，，仍為母親心臟情況代禱仍為母親心臟情況代禱仍為母親心臟情況代禱仍為母親心臟情況代禱。。。。 

4. 校工達叔校工達叔校工達叔校工達叔(徐芸達徐芸達徐芸達徐芸達)因工傷因工傷因工傷因工傷(右手腕骨折右手腕骨折右手腕骨折右手腕骨折)，，，，手術後已出院手術後已出院手術後已出院手術後已出院，，，，在家休養在家休養在家休養在家休養，，，，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已向已向已向已向

其其其其問候問候問候問候。。。。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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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明年遷堂所需之裝修費及需要將於明年遷堂所需之裝修費及需要將於明年遷堂所需之裝修費及需要將於明年遷堂所需之裝修費及需要，，，，求上帝預備和供應求上帝預備和供應求上帝預備和供應求上帝預備和供應。。。。 

2. 為為為為新舊執事之融洽及適應禱告新舊執事之融洽及適應禱告新舊執事之融洽及適應禱告新舊執事之融洽及適應禱告。。。。 

3. 為為為為本堂下年度教會異象本堂下年度教會異象本堂下年度教會異象本堂下年度教會異象，，，，方向方向方向方向，，，，核心價值尋索代核心價值尋索代核心價值尋索代核心價值尋索代禱禱禱禱。。。。 

4. 為為為為身心靈軟弱肢體及其家人禱告身心靈軟弱肢體及其家人禱告身心靈軟弱肢體及其家人禱告身心靈軟弱肢體及其家人禱告。。。。 

5. 為為為為預備於預備於預備於預備於 25/12 接受洗禮接受洗禮接受洗禮接受洗禮，，，，轉堂轉堂轉堂轉堂，，，，過會之肢體禱告過會之肢體禱告過會之肢體禱告過會之肢體禱告，，，，讓他們在學道後對信仰更讓他們在學道後對信仰更讓他們在學道後對信仰更讓他們在學道後對信仰更

清晰清晰清晰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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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年年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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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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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醫療短宣服侍佈道體驗團醫療短宣服侍佈道體驗團醫療短宣服侍佈道體驗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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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二二二二))))    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    全體牧師全體牧師全體牧師全體牧師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3333((((二二二二))))    3333----6666 全景課程訓練班全景課程訓練班全景課程訓練班全景課程訓練班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8888((((日日日日))))    
55555555 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    

((((港港港港島島島島區區區區))))    
該區信徒該區信徒該區信徒該區信徒    ((((港港港港島島島島區區區區))))    

10101010((((二二二二))))    10101010----12121212 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 2009200920092009    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基督教協進會基督教協進會基督教協進會    

13131313((((五五五五))))    校董校長培訓日校董校長培訓日校董校長培訓日校董校長培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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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1414((((六六六六))))    婦女感恩奉獻禮婦女感恩奉獻禮婦女感恩奉獻禮婦女感恩奉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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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1515((((日日日日))))    
55555555 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    

((((元屯區元屯區元屯區元屯區 ) ) ) )    
該區信徒該區信徒該區信徒該區信徒    ((((元屯區元屯區元屯區元屯區 ) ) ) )    

15151515((((日日日日))))    
55555555 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    

((((九龍東九龍東九龍東九龍東區區區區 ) ) ) )    
該區信徒該區信徒該區信徒該區信徒    ((((九龍東九龍東九龍東九龍東區區區區 ) ) ) )    

20202020((((五五五五))))    幼稚園教師日幼稚園教師日幼稚園教師日幼稚園教師日    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    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    

22222222((((日日日日))))    
55555555 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    

((((沙田及新界北區沙田及新界北區沙田及新界北區沙田及新界北區))))    
該區信徒該區信徒該區信徒該區信徒    ((((沙田及新界北區沙田及新界北區沙田及新界北區沙田及新界北區))))    

22(22(22(22(日日日日))))    社會服務周年感恩大會社會服務周年感恩大會社會服務周年感恩大會社會服務周年感恩大會    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    

23232323((((一一一一))))    常務常務常務常務委員會會議委員會會議委員會會議委員會會議    常委常委常委常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9292929((((日日日日))))    55555555 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    

((((荃葵青嶼區荃葵青嶼區荃葵青嶼區荃葵青嶼區 ) ) ) )    
該區信徒該區信徒該區信徒該區信徒    ((((荃葵青嶼區荃葵青嶼區荃葵青嶼區荃葵青嶼區 ) ) ) )    

十十十十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29292929((((日日日日))))    55555555 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周年會慶感恩分區崇拜    

( ( ( ( 九龍西九龍西九龍西九龍西區區區區 ) ) ) )    
該區信徒該區信徒該區信徒該區信徒    ( ( ( ( 九龍西九龍西九龍西九龍西區區區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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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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2/10 3/10 

4/10 *譚志輝譚志輝譚志輝譚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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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2/11 3/11 4/11 5/11 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 6/11 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 7/11*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 

8/11 9/11 10/11 11/11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12/11 13/11 14/11 

15/11 16/11 17/11 18/11 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 19/11 20/11 21/11 

22/11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23/11 24/11 25/11 26/11 羅基羅基羅基羅基 27/11*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 28/11 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 

29/11 黃琼黃琼黃琼黃琼 30/11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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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寶劍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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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數章數章數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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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對神政治道德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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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各團出題 10 條 

方法：是非、選擇、配對、填充、動作、像聲、金句、、、、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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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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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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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與聖經翻譯六課差傳與聖經翻譯六課差傳與聖經翻譯六課差傳與聖經翻譯六課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主辦） 

目標：幫助學員從宣教角度認識聖經翻譯的事奉，激發學員對聖經翻譯的參與及委身 

日期：2009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0 年 2 月 2 日(逢星期二) 

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地點：光道浸信會／九龍旺角基隆街 2-16 號華寶大廈 1A 

內容：歷史洪流中的聖經翻譯、語法入門、語言文化、人類學與聖經翻譯、識字教育、

聖經翻譯個案分享 

費用：600 元（10 月 31 日前報名──500 元） 

報名方法：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寄回「香港英皇道郵箱 34757 號」，支票抬頭請填「香港

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截止報名：2009 年 12 月 22 日 

查詢電話：2856 0463 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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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時段』每主日早上九時四＋五分於二樓清心閣。靈命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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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宣教本會宣教本會宣教本會宣教工場工場工場工場 

 

1) 斐濟工場 

－－求主保守曾國輝牧師一家在本港述職期間的各項安排，並藉曾牧師一家的見證，感

動更多肢體關心斐濟的人民。 

－－在曾牧師述職期間，求主帶領斐濟的華人信徒群體，彼此相愛，互相守望。 

 

2) 柬埔寨工場 

－－求主保守周于琴姑娘在柬國事奉的末段期間，能妥善佈署離開工場的各項細節，俾

能有助當地同工的繼續跟進，並為未來的到任宣教人員立一個穩健根基。 

－－求主保守即將離開工場的周于琴姑娘的心懷，能有從主而來的平安、喜樂，把一切

交託柬國人民的主，我們的上帝；又求主帶領周姑娘回港後的見證、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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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第十五屆培靈奮興大會第十五屆培靈奮興大會第十五屆培靈奮興大會第十五屆培靈奮興大會    

 講  員：蘇穎智牧師蘇穎智牧師蘇穎智牧師蘇穎智牧師（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堂主任） 

 主  題：時代的甦醒時代的甦醒時代的甦醒時代的甦醒 

 日  期：2009 年 11 月 1-7 日（禮拜日開始）一連七晚 

 時  間：晚上七時三十分 

 地  點：尖沙嘴浸信會（尖沙嘴金馬倫道三十一號） 

 對  象：全港基督徒 

 各場分題：(1) 天災人禍每況愈下之哀歌  

      (2) 預言中列強形勢之醒覺  

      (3) 末世經濟興衰之揭秘  

      (4) 信徒世俗化之哀歌  

      (5) 哀歌的人生  

      (6) 哀歌變凱歌之路  

      (7) 受苦有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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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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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116 104 102 -- 110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17 -- 18 -- -- 68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 -- 46 24 -- 35 

中中中中學學學學級級級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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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2 12 -- 13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1 5 7 6 -- 7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4 5 5 2 -- 4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8 6 6 7 -- 7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6 16 12 8 -- 11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5 9 -- 7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2 -- 9 -- 6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37 38 41 40 29 37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4 13 14 --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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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聚會一覽表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10 24/10 31/10 7/11 14/11 21/11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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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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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自我挑戰自我挑戰自我挑戰自我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 
奬門人奬門人奬門人奬門人 

老人中心老人中心老人中心老人中心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聖經問聖經問聖經問聖經問 

答比賽答比賽答比賽答比賽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P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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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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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唔講你唔講你唔講你唔講你 

未必知未必知未必知未必知 

老人中心老人中心老人中心老人中心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聖經問聖經問聖經問聖經問 

答比賽答比賽答比賽答比賽 

唱唱歌唱唱歌唱唱歌唱唱歌, 

談談心談談心談談心談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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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世界放眼世界放眼世界放眼世界 

(婦女與婦女與婦女與婦女與 

貧窮貧窮貧窮貧窮)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 

二書二書二書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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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 

三書三書三書三書) 

老人中心老人中心老人中心老人中心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寶劍練習寶劍練習寶劍練習寶劍練習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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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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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老人中心老人中心老人中心老人中心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聖經問聖經問聖經問聖經問 

答比賽答比賽答比賽答比賽 
康體週康體週康體週康體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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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日日日日)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5/10(日日日日) 
-- --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15/11(日日日日) 

聖經問聖經問聖經問聖經問 

答比賽答比賽答比賽答比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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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 -- -- 弟兄弟兄弟兄弟兄組組組組 --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4/10 21/10 28/10 4/11 11/11 18/11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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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講座健康講座健康講座健康講座 

聖物人物聖物人物聖物人物聖物人物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 

押頓押頓押頓押頓 

手工手工手工手工 

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

問答問答問答問答(八至八至八至八至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8/10 25/10 1/11 8/11 15/11 22/11 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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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中中中中學級學級學級學級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F1-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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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課課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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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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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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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團契各團契各團契各團契 

--- 
教會的長教會的長教會的長教會的長

者事工者事工者事工者事工 
--- 

以斯帖團以斯帖團以斯帖團以斯帖團

契及團友契及團友契及團友契及團友,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五十五五十五五十五五十五    

週年週年週年週年    

聯合聯合聯合聯合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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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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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18/10 25/10 1/11 8/11 15/11 22/11 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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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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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二二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三三三三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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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四四四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 

 (白白白白)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藍藍藍藍/紫紫紫紫)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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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黃鳯霞黃鳯霞黃鳯霞黃鳯霞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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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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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肢體見證肢體見證肢體見證肢體見證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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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全合全合全合全合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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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賽賽賽賽 5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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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申申申 6:1-9 

來來來來 9:11-14 

可可可可 12:28-34 

王上王上王上王上 17:8-16 

來來來來 9:24-28 

可可可可 12:38-44 

但但但但 12:1-3 

來來來來 10:11-25 

可可可可 13:1-8 

耶耶耶耶 33:14-16 

帖前帖前帖前帖前 3:9-13 

路路路路 21: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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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恩李恩李恩李恩蓓蓓蓓蓓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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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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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劉珠劉珠劉珠劉珠 

歐美蓮歐美蓮歐美蓮歐美蓮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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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姚善玲姚善玲姚善玲姚善玲 ---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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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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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六六六六) 

何何何何  太太太太(地地地地)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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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地地地地)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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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74, 

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有一位神, 

303 

3,423, 

耶和華以勒耶和華以勒耶和華以勒耶和華以勒,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與主合一與主合一與主合一與主合一, 

328 

5,369, 

195,225 

本本本本    

會會會會    

五五五五    

十十十十    

五五五五    

週週週週    

年年年年    

聯聯聯聯    

合合合合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208,398 

89,291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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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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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連連連珮珮珮珮瑩瑩瑩瑩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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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月月月月)、、、、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十十十十月月月月)、、、、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