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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才開始我的人生才開始我的人生才開始我的人生才開始    
蔡志明姊妹 

(崇拜部執事) 
你會如何去解述你現在的人生? 

要講人生,實在不易。正如當初就是因為自己正處於似懂非懂又帶點迷茫之間，所

以就報讀了信義宗神學院延伸課程～<人生四講> 

人生在世，那有一事我們可以完全清楚了解及認識才去行？就是因著自身對自己現在

的光景不能看透，滿有迷惑和掙扎的痛苦，才驚覺自己真的需要好好停下來，看清楚自

己的人生。   

感謝上帝！就因為相信這個以人生為題的課程，可以幫助我為自己的人生重新定位；

讓我站穩後，再尋回自己下半場人生的目標再上路。 

就如陳國權牧師在第一節課堂，曾經說過人的心深底處是希望追求境界，追求理

想。而人的本相就是生而向「上」，所以我們會創造文化，我們會希望被提昇，為的是

操練自己，讓自我成長。否則習以為常，人失去驚覺性，就會變得跟獸禽無異，只能依

賴本能生存。感謝上帝！讓我們從自身的生命體驗，找到理想及追求理想，及至可以發

現及擁有「美」，讓我們懂得欣賞自己人生的「美」。 

人生與境界是分不開的。當我知道自然境界原來就是本能境界，亦就是大多數香港人

的光景的時候，實在吃驚。無疑香港人只求吃喝玩樂，遲一點不得、少一點不得、差一

點更不得；一切只為滿足人類本能的需要，順應自然，依從本能生存，渾渾噩噩的生活，

失卻了存在的意義。難怪香港的社會，在近年比較富裕的時候，反而人的問題卻越來越

多。更甚是事件不是個別問題，而是演變成社會不同年齡層的問題，現代社會價值崩潰，

追求現今虛無、俗套、平庸。 

功利境界亦是大多數香港人現在的境界。身邊朋友，工作間甚至基督徒朋友中也

有見到，他們有明確的動機和目的，為的只是令自己得到益處。說真的，多年面對如此

的境界，自身應該或多或少都有微微利己的行為，加上跳不出利己人群的圈子，著實是

會令人的感覺變成麻木。 



2 

但感謝主，在這一年的事奉上，上主不但讓我看清楚自己的弱點，更讓我醒覺過來，

心總對自己當時所處的狀態感到痛苦，掙扎。當時一直不知為何會這樣。但就如牧者提

點一樣；當我聽到功利境界及道德境界的分別，我就彷然大悟，我就是希望離開功利境

界，進入道德境界，卻又多次兩境界中徘徊；心中渴望離開功利境界，但腳仍未站穩於

道德境界；心中在多次來回中，充滿痛苦，掙扎。此段時期，主藉著靈修教導我，讓我

認罪悔改，全然的交出主權，讓我不用自己的方法去行事，而讓主教導我去用祂的方法

行事。 

主呀！願我少用功利境界的行事方式，努力多用道德境界中行義的方式去處事。我心

知手上有十條鎖匙，交了九條給祢，但我卻一直留著最後一條鎖匙，沒有交給祢。當一

次又一次的經歷上帝後，我順服了。我把最後一條的鎖匙都交在祢的聖手中，求祢教導

我為祢作當做的事！我不再為自己留一點上帝不能到的地方了。 

誠然我現在仍未站穩住腳，但我實在非常享受現在的心境，希望我的人生一路可

以層層上昇，終有一天可到達人生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 

而圖像學亦是在陳牧師教導下，令人大開眼界的一件新事。藉著圖像本身的意義，加

上與教會的崇拜禮儀、信徒的靈修生活及基本信仰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成為在禮

儀和禱告生活不可或缺的部份，幫助我們去觸摸及可看見上帝臨在的實感具體化。藉著

默想圖像，讓我們從黑暗進入光明，透過圖像從現實的世界進入世界，感受和諧、寧靜、

安祥。讓我們的人生可以開放，擁有一個有空間的人生。 

總括而言，今次四堂的<人生四講＞，讓我對自己的處境更了解。更重要的是讓我

看到人層層向上昇的不同境界。讓我明白身為基督徒的我，自身的責任就是要讓自己成

長，不斷的操練，漸至成熟；雖然人生中仍有很多地方，我是未明所以的。但願我們層

層上昇，不斷成長。讓我們有自由的人生，可以向世界說不，可以超越世界，可以掌管

世界。 

願我們都能學效耶穌基督，勝過魔鬼撒旦的試探，走上帝為我們所預備的道路。願我

們都為自己的現況停下來，想一想：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日子如何你的日子如何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申申申申33:2533:2533:2533:25下下下下””””大家共勉之             

 
備註：馮友蘭先生「境界論」 

 

自然境界：指的是人尚未能把自己跟自然明確地區分出來，並只是順應自然，依從本能處世，渾渾噩噩

地生活。這樣一來，自然境界就是一種渾沌，失去意義的存在狀態。 

 

功利境界：指的是社會上大多數普通人所把持的境界。儘管他們對自己開始有了覺醒，行事為人亦有相

當明確的動機和目的，然而，這些動機和目的無非都是為他們自己的名和利，所以都是一些利己的自私

行為。這些人爭權奪利，以滿足自己的慾情。 

 

道德境界：指的是人的行為是「行義」的，因為他們已經覺醒到自身是蘊涵有社會性的。道德境界中的

人與社會是相輔相成的，人只能在社會中才可以生存和發展，所以行為的動機和目的是利他的，是向社

會奉獻和給予的。 

 

天地境界：指的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天地境界中的人，不僅僅深覺人內涵有社會性，更覺醒到「宇宙大

全」，覺醒到人是宇宙的一份子，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責任，從而充分理解他的行為的道德意義，形成

天地人生渾然一體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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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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崇拜人數平均為崇拜人數平均為崇拜人數平均為 97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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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5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1 人人人人。。。。 

2. 學道班已於十月份開班學道班已於十月份開班學道班已於十月份開班學道班已於十月份開班，，，，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10 位肢體報名參加位肢體報名參加位肢體報名參加位肢體報名參加，，，，當中有準備於聖誕節接受當中有準備於聖誕節接受當中有準備於聖誕節接受當中有準備於聖誕節接受

洗禮和堅振的肢體洗禮和堅振的肢體洗禮和堅振的肢體洗禮和堅振的肢體。。。。 

3. 本堂於十月份開始本堂於十月份開始本堂於十月份開始本堂於十月份開始，，，，試辦基督少年軍中級組試辦基督少年軍中級組試辦基督少年軍中級組試辦基督少年軍中級組，，，，為期三個月為期三個月為期三個月為期三個月，，，，現仍在招募隊員現仍在招募隊員現仍在招募隊員現仍在招募隊員

及導師人手及導師人手及導師人手及導師人手。。。。 

4. 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 14/11 下午三時正舉辦長者佈道會下午三時正舉辦長者佈道會下午三時正舉辦長者佈道會下午三時正舉辦長者佈道會，，，，主主主主題題題題為為為為「「「「生命的延續生命的延續生命的延續生命的延續」」」」現正招募現正招募現正招募現正招募

陪談員及協助人手陪談員及協助人手陪談員及協助人手陪談員及協助人手，，，，請與李紹強或李志雄聯絡請與李紹強或李志雄聯絡請與李紹強或李志雄聯絡請與李紹強或李志雄聯絡。。。。 

5. 本堂將於最本堂將於最本堂將於最本堂將於最遲明年遲明年遲明年遲明年 9 月遷往新堂址月遷往新堂址月遷往新堂址月遷往新堂址，，，，裝修工程需與學校裝修工程需與學校裝修工程需與學校裝修工程需與學校，，，，房署房署房署房署及其他政府部及其他政府部及其他政府部及其他政府部

門門門門配合配合配合配合，，，，預計本堂最早預計本堂最早預計本堂最早預計本堂最早 6 月後才能裝修月後才能裝修月後才能裝修月後才能裝修，，，，時間稍為緊迫時間稍為緊迫時間稍為緊迫時間稍為緊迫，，，，請記念工程請記念工程請記念工程請記念工程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需需需需的需時間及費用的需時間及費用的需時間及費用的需時間及費用。。。。 

6. 今年為本會今年為本會今年為本會今年為本會 55 週年會慶週年會慶週年會慶週年會慶 ，，，，沙田區與新界北區教會舉辦聯合崇拜沙田區與新界北區教會舉辦聯合崇拜沙田區與新界北區教會舉辦聯合崇拜沙田區與新界北區教會舉辦聯合崇拜，，，，地點為烏地點為烏地點為烏地點為烏

溪少青年新村溪少青年新村溪少青年新村溪少青年新村，，，，時間為早上十時至十二時時間為早上十時至十二時時間為早上十時至十二時時間為早上十時至十二時，，，，下午有聯合性活動下午有聯合性活動下午有聯合性活動下午有聯合性活動，，，，請參加者準請參加者準請參加者準請參加者準

備心備心備心備心靈參與靈參與靈參與靈參與。。。。 

7. 信義宗神學院將於信義宗神學院將於信義宗神學院將於信義宗神學院將於 27/11 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新任院長周兆真博士就職崇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新任院長周兆真博士就職崇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新任院長周兆真博士就職崇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新任院長周兆真博士就職崇

拜拜拜拜，，，，時間為晚上八時正時間為晚上八時正時間為晚上八時正時間為晚上八時正，，，，歡迎肢禮出席歡迎肢禮出席歡迎肢禮出席歡迎肢禮出席，，，，同頌主恩同頌主恩同頌主恩同頌主恩。。。。 

二二二二.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范振毅弟兄之父親范振毅弟兄之父親范振毅弟兄之父親范振毅弟兄之父親(彭雅頌姊妹之老爺彭雅頌姊妹之老爺彭雅頌姊妹之老爺彭雅頌姊妹之老爺)原先因肝癌留院做化療原先因肝癌留院做化療原先因肝癌留院做化療原先因肝癌留院做化療，，，，但後因肺炎而但後因肺炎而但後因肺炎而但後因肺炎而

入住深切治療部入住深切治療部入住深切治療部入住深切治療部，，，，情況並不樂觀情況並不樂觀情況並不樂觀情況並不樂觀，，，，弟兄及姊妹已隨侍在則弟兄及姊妹已隨侍在則弟兄及姊妹已隨侍在則弟兄及姊妹已隨侍在則，，，，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2. 陳巧銀婆婆胆石手術後陳巧銀婆婆胆石手術後陳巧銀婆婆胆石手術後陳巧銀婆婆胆石手術後已已已已回家休養回家休養回家休養回家休養，，，，但傷口仍覺疼痛但傷口仍覺疼痛但傷口仍覺疼痛但傷口仍覺疼痛。。。。 

3. 李金玉婆婆李金玉婆婆李金玉婆婆李金玉婆婆（（（（林翠蘭姊妹之母親林翠蘭姊妹之母親林翠蘭姊妹之母親林翠蘭姊妹之母親））））因病因病因病因病導致導致導致導致全身疼痛不堪全身疼痛不堪全身疼痛不堪全身疼痛不堪，，，，行動也受影响行動也受影响行動也受影响行動也受影响。。。。 

4. 徐炳峰弟兄因腸癌留醫期間願意相信耶穌徐炳峰弟兄因腸癌留醫期間願意相信耶穌徐炳峰弟兄因腸癌留醫期間願意相信耶穌徐炳峰弟兄因腸癌留醫期間願意相信耶穌，，，，並於並於並於並於 24/10 在病床上接受洗禮在病床上接受洗禮在病床上接受洗禮在病床上接受洗禮,成成成成

為本堂教友為本堂教友為本堂教友為本堂教友，，，，弟兄現弟兄現弟兄現弟兄現正正正正接受化療接受化療接受化療接受化療，，，，請記念他的情況請記念他的情況請記念他的情況請記念他的情況. 

5. 謝詩淇姊妹每天需為母親洗腎及要照顧一對年幼兒女謝詩淇姊妹每天需為母親洗腎及要照顧一對年幼兒女謝詩淇姊妹每天需為母親洗腎及要照顧一對年幼兒女謝詩淇姊妹每天需為母親洗腎及要照顧一對年幼兒女，，，，請在禱告中記念姊妹請在禱告中記念姊妹請在禱告中記念姊妹請在禱告中記念姊妹

的身心靈狀態的身心靈狀態的身心靈狀態的身心靈狀態。。。。另姊妹的父親亦發現心臟血管另姊妹的父親亦發現心臟血管另姊妹的父親亦發現心臟血管另姊妹的父親亦發現心臟血管栓栓栓栓塞塞塞塞，，，，正在診斷中正在診斷中正在診斷中正在診斷中。。。。 

6. 廖淑卿姊妹之父親在家跌倒受傷廖淑卿姊妹之父親在家跌倒受傷廖淑卿姊妹之父親在家跌倒受傷廖淑卿姊妹之父親在家跌倒受傷，，，，頭部縫了四針頭部縫了四針頭部縫了四針頭部縫了四針，，，，現已出院在家休息現已出院在家休息現已出院在家休息現已出院在家休息。。。。 

7. 劉枝婆婆早前因高血壓入住醫院劉枝婆婆早前因高血壓入住醫院劉枝婆婆早前因高血壓入住醫院劉枝婆婆早前因高血壓入住醫院，，，，現己出院在家現己出院在家現己出院在家現己出院在家療養療養療養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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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感謝感謝感謝感謝上帝為本堂預備新的堂址上帝為本堂預備新的堂址上帝為本堂預備新的堂址上帝為本堂預備新的堂址，，，，記念肢禮心靈上準備記念肢禮心靈上準備記念肢禮心靈上準備記念肢禮心靈上準備，，，，裝修所需時間裝修所需時間裝修所需時間裝修所需時間，，，，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等等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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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堂下年度聖為本堂下年度聖為本堂下年度聖為本堂下年度聖工計劃工計劃工計劃工計劃，，，，方向等禱告方向等禱告方向等禱告方向等禱告，，，，讓教會復興讓教會復興讓教會復興讓教會復興，，，，肢體靈命成長肢體靈命成長肢體靈命成長肢體靈命成長。。。。 

3. 為準備洗禮肢體為準備洗禮肢體為準備洗禮肢體為準備洗禮肢體（（（（暫定暫定暫定暫定））））代禱代禱代禱代禱：：：：陳錦海陳錦海陳錦海陳錦海，，，，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

堅信肢體堅信肢體堅信肢體堅信肢體：：：：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 

4. 為身禮軟弱及患病肢體禱告為身禮軟弱及患病肢體禱告為身禮軟弱及患病肢體禱告為身禮軟弱及患病肢體禱告：：：：徐炳峰徐炳峰徐炳峰徐炳峰，，，，陳巧銀陳巧銀陳巧銀陳巧銀，，，，廖求全廖求全廖求全廖求全，，，，謝詩淇之謝詩淇之謝詩淇之謝詩淇之父父父父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范振毅之父親范振毅之父親范振毅之父親范振毅之父親，，，，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李敏儀之母親李敏儀之母親李敏儀之母親李敏儀之母親，，，，曾蓮珠曾蓮珠曾蓮珠曾蓮珠，，，，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

劉枝劉枝劉枝劉枝，，，，鍾麗珠鍾麗珠鍾麗珠鍾麗珠等等等等。。。。 

2009 年年年年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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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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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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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信徒各信徒各信徒各信徒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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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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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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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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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1(1(1(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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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一一一一))))    同工學習時段同工學習時段同工學習時段同工學習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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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一一一一))))    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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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    詩班指揮集詩班指揮集詩班指揮集詩班指揮集思會思會思會思會    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8888((((一一一一))))    信義宗聯會同工聯禱會信義宗聯會同工聯禱會信義宗聯會同工聯禱會信義宗聯會同工聯禱會    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同工同工同工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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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0000((((日日日日))))    聯歡暨事奉人員答謝聯歡暨事奉人員答謝聯歡暨事奉人員答謝聯歡暨事奉人員答謝    本堂會友本堂會友本堂會友本堂會友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28(2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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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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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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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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王志王志王志森森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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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2/12 3/12*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4/12 朱慧茵朱慧茵朱慧茵朱慧茵 5/12 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 

6/12 7/12*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8/12 9/12 劉啓光劉啓光劉啓光劉啓光 10/12 11/12 12/12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13/12 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 14/12 15/12 16/12 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 

     黎黎黎黎    英英英英 

17/12 18/12 19/12 

20/12 21/12 李漢李漢李漢李漢珏珏珏珏 22/12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陳悅兒陳悅兒陳悅兒陳悅兒 

23/12 24/12*張張張張    靜靜靜靜 25/12 26/12 

27/12 28/12 29/12 30/12 3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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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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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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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各團出題 10 條 

方法：是非、選擇、配對、填充、動作、像聲、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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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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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10 月 31 日-11 月 6 日的醫療短宣隊巡迴服事，為當地人得着醫療上長遠的關顧代禱。 

2. 為當地宣教士和他們的家人代禱，祈願宣教士們在他們的家人身上看到主的帶領，更

加剛強壯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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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助當地同工的跟進，並為未來的到任宣教人員建立一個穩健的根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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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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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願主興起祂的工人，

擔當適當的職事。 

2. 求主使用曾牧師一家，在回港期間有更多分享當地福音需要的機會，也更多分享宣教

家庭的喜樂與艱難。 

3. 為曾思華姊妹這段時間在信義中學的學習禱告。 

為泰國（曼谷）工場代禱 

1. 求主上帝幫助泰國農村家庭，尤其當中的女性，認出非金錢的真正幸福，避開

出賣肉體的陷阱。 

2. 求主記念正從事性工作的婦女的安全，並重新得着被愛、具尊嚴、有盼望的生

命。 

3. 求主賜予曼谷的社會服務部同工更豐富的愛心，能以敏銳覺察當地人的需要。 

為泰國（東北）工場代禱 

1. 求主幫助各村落中的小組，能更有力的播送福音種籽，使更多生命得着幫助。 

2. 求主幫助歐陽雪玲姑娘，安排聖誕福音聚會，使更多人得聞福音。 

3. 為歐陽姑娘和林穎雯姑娘申領工作簽證代禱。 

為海宣部代禱 

1. 懇請大家代禱守望「０９柬埔寨醫療短宣」的行程，服侍。 

2. 求主引領各宣教禾場上的教會或機構，在福音的召命上專注做「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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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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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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候了。應回顧一下，為自己訂立明年的靈修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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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栽培員招募栽培員招募栽培員招募栽培員 

莊稼的主差派祂的工人去收祂的莊稼。本堂有許多少年人（安得烈和約翰團契的團友）

仍未有受過栽培。我們盼望他們及早得到合適的栽培，叫其生命得以被建立。現邀請所

有成長八課的栽培員，及有志成為栽培員的弟兄姊妹接受訓練，好一同去栽培這些少年

人。請蒙差派的你向教會幹事或李紹强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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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十十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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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97 99 92 -- 97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01 -- 17 -- -- 59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20 29 30 25 -- 27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級級級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3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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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4 9 9 -- 11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 7 5 5 6 6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 3 3 5 5 4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 6 6 4 7 6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 14 10 6 8 10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5 7 -- 6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 -- 9 -- 9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0 47 26 40 -- 38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1 11 12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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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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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 21/11 28/11 5/12 12/12 19/12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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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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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得過我信得過我信得過我信得過 

Part-1 

我信得過我信得過我信得過我信得過 

Part-2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Party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假日暫停假日暫停假日暫停假日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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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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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躍之旅跳躍之旅跳躍之旅跳躍之旅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慶祝聖誕慶祝聖誕慶祝聖誕慶祝聖誕

暨生日會暨生日會暨生日會暨生日會

(9-12 月月月月) 

Boxin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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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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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約翰一約翰一約翰一約翰一

二三書二三書二三書二三書) 

慢慢來慢慢來慢慢來慢慢來 
X’mas+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邊爐邊爐邊爐邊爐夜話夜話夜話夜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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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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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G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生命排序生命排序生命排序生命排序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大事回顧大事回顧大事回顧大事回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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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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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20/12(日日日日) 

感恩飯聚感恩飯聚感恩飯聚感恩飯聚

2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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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 週年崇週年崇週年崇週年崇

拜拜拜拜 22/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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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 25/11 2/12 9/12 16/12 23/12 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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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齊禱告齊禱告齊禱告齊禱告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3:7, 

弗弗弗弗 4:26) 

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 

參鯀參鯀參鯀參鯀 

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 

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 
聖誕慶祝聖誕慶祝聖誕慶祝聖誕慶祝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11 22/11 29/11 6/12 13/12 20/12 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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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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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臨期肢將臨期肢將臨期肢將臨期肢

體的身心體的身心體的身心體的身心

靈預備靈預備靈預備靈預備 

--- 

預備聖誕預備聖誕預備聖誕預備聖誕

來臨的事來臨的事來臨的事來臨的事

工工工工,預備洗預備洗預備洗預備洗

禮者的各禮者的各禮者的各禮者的各

方面裝備方面裝備方面裝備方面裝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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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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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29/11 6/12 13/12 20/12 25/12 27/12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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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藍藍藍藍/紫紫紫紫)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藍藍藍藍/紫紫紫紫)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藍藍藍藍/紫紫紫紫)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白白白白) 

聖誕期聖誕期聖誕期聖誕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白白白白)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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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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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黃鳯黃鳯黃鳯黃鳯玲玲玲玲 ---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肢體見證肢體見證肢體見證肢體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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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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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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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合全合全合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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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全合全合全合全合 全合全合全合全合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讀經小讀經小讀經小讀經小組組組組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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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4-16 

帖前帖前帖前帖前 3:9-13 

路路路路 21:25-36 

瑪瑪瑪瑪 3:1-4 

腓腓腓腓 1:3-11 

路路路路 3:1-6 

番番番番 3:14-20 

腓腓腓腓 4:4-7 

路路路路 3:7-18 

彌彌彌彌 5:2-5 上上上上 

來來來來 10:5-10 

路路路路 1:39-45, 

(46-55) 

賽賽賽賽 52:7-10 

來來來來 1:1-4, 

(5-12) 

約約約約 1:1-14 

撒上撒上撒上撒上 2:18-20, 

26 

西西西西 3:12-17 

路路路路 2:41-52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王王王王中真中真中真中真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趙沛趙沛趙沛趙沛晴晴晴晴 ---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 

何太何太何太何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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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靜張靜張靜張靜 ---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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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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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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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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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冼冼冼慧珊慧珊慧珊慧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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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地地地地)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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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385 

388,488 

10,326, 

陶造我生命陶造我生命陶造我生命陶造我生命,

祢是聖祢是聖祢是聖祢是聖潔潔潔潔, 

260,366 

 

30,338, 

367,361 

33,128,347,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5,122 

 

24,291,451,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1,420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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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 

---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 冼冼冼冼慧珊慧珊慧珊慧珊 --- ---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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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