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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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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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涯無涯無涯無涯欲海有涯人欲海有涯人欲海有涯人欲海有涯人    
 

方克信教師 

在楊腓力所著的《無語問上帝》一書中，提及一個片段，描述一位人

類學者在沙灘碰見一隻小狐狸，並跟牠戲耍爭奪一塊鷄骨。就在這頃

刻間，他的心感觸到宇宙穹蒼在原初的單純、美善。是的，在上帝的

創造裡，仍然在不少微細處保留着讓人可以瞥見「無限」的痕跡（羅

馬書 1:20）。一個人可以藉着一個在沙灘上隨手拾來的貝殼，從而對

無垠的宇宙生發由衷的讚嘆和敬畏。可惜，不少人卻可能坐擁用不完

的資產，見慣世界的繁華，但仍然困在空虛與不厭足的死角中。 

人類心靈對「無限」從來就有一種敬畏之情。中國人有所謂「學海無

涯」，佛家也說「苦海無邊」；「無涯、無邊」均對應着人對自身限制

的體認──前者是承認人對知識世界的認知上的淺薄，後者則是慨嘆

人對人生種種無常的無能為力。 

可是，人心卻偏偏又對自身的限制有所不甘，希望能與「無限」接軌，

正如古人所指出「人欲無窮」的事實。所以，過節時我們會祝願在職

者「步步高陞」，賀壽時我們會祝福長輩「萬壽無疆」，而鮮有人祝願

他們「適可而止」的。出於我們對「無限」的希冀，古有帝王訪查長

生靈藥，今有富商投資研究複製胚胎。我們會為着一段關係的終結而

傷痛，怪責對方背盟負義，又會為着親友的離世而哀悼，慨嘆何以不

是天長地久。畢竟，這些盡是人之常情！十多年前，筆者自己也就曾

為着父親的離世而悲痛不已。 

不過，我們的「有限」對我們又是否只是一種咒詛呢？到底，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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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是源於我們「有限」的生，還是源於我們「無窮」的欲？若對「所

欲無窮」的人，賦予「無限」的生，要他永無止境地去爭取滿足那無

窮無盡、不能止息的欲望，會否是一個更大的咒詛？創造萬有的主，

以「有限」來警惕我們，真的無緣無故嗎？ 

自從一個嬰孩呱呱落地，開始接觸這世界，他便一步一步的學習認識

自己，覺察這個「我」的存在。他伸手去接觸他可以接觸的物件，並

從「接觸不到」而認知自身的「邊界／極限」。人生的智慧便由此發

展出來。隨着每週每月，他按着成長的階段，翻身、坐起、爬行、站

立，逐步踏進新一階段，也在每一階段的「盡頭」前認識自己。我們

為着他的每一個階段而拍手歡呼、以示鼓勵。直至他踰越了步伐，試

圖穿過「窗花」為止！ 

可是，在現代（尤其是在都市裡）我們往往忘卻了認識自身的「有限」，

而試圖追逐「無窮」。我們總以為還有明天，可以補償今天所疏忽的；

我們總希冀還可以追求更好、更多、更．．．。直至有一天，我們與

我們所愛的人關係轉變了，我們或我們所愛的人碰上了生命中「行人

止步」的路標，生命的走勢圖彷彿股災般急墜而下，我們在它面前哀

歎，落淚。相對地，在那些我們看為比較「落後」的地區，當地人從

來沒有失落對自身的「有限」的認知，生命少了一份「偏執、虛妄」，

在人生的盡頭處縱然不減悲傷，但卻是較容易對「橫逆」接納過來。 

倘若認識自身的「限制」／「盡頭」是生命的智慧，則當我們來到瀕

危／臨終的病人的床前，或許就應該抱持更豐富的態度。他們不再單

單是需要我們服侍、陪伴的「弱者」，而是比我們這些探望者對生命

的大限更了解、更嗅到盡頭是怎麽一回事的人。如此，我們實應在他

們面前多一份肅然、多一點聆聽，因為在他們的某句說話、某種表達

裡，都可能在與我們分享生命的智慧。在粵語長片中，石堅每每是在

臨死前向黃飛鴻說「我知錯了」。當人面對、深切認識自身的「有限」

時，許多仇恨、面子、利害都不重要了！ 

聖經說「人往遭喪的家去，強如往宴樂的家去，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

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愚昧人的

心在快樂之家。」（傳道書 7:2，4）這經文並非單單鼓勵信徒要去出

席安息禮拜，關顧生者，也是對信徒的一種催促，正視自己「有限」

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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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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份崇拜人數平均月份崇拜人數平均月份崇拜人數平均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為為為 101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7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4 人人人人；；；；領餐領餐領餐領餐

人數平均為人數平均為人數平均為人數平均為 87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4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3 人人人人。。。。 

2. 25/12 聖誕節崇拜將有聖誕節崇拜將有聖誕節崇拜將有聖誕節崇拜將有 7 位肢體接受洗禮位肢體接受洗禮位肢體接受洗禮位肢體接受洗禮，，，，堅信堅信堅信堅信，，，，分別為嬰孩洗禮有范梭禮分別為嬰孩洗禮有范梭禮分別為嬰孩洗禮有范梭禮分別為嬰孩洗禮有范梭禮，，，，

成人洗禮有陳錦海成人洗禮有陳錦海成人洗禮有陳錦海成人洗禮有陳錦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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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信禮有趙沛陽堅信禮有趙沛陽堅信禮有趙沛陽堅信禮有趙沛陽，，，，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

請肢體為這七位弟兄姊妹代禱守望請肢體為這七位弟兄姊妹代禱守望請肢體為這七位弟兄姊妹代禱守望請肢體為這七位弟兄姊妹代禱守望。。。。 

3.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 27/12 崇拜後舉行崇拜後舉行崇拜後舉行崇拜後舉行，，，，請所有教友務必出席請所有教友務必出席請所有教友務必出席請所有教友務必出席，，，，共襄聖共襄聖共襄聖共襄聖

工工工工，，，，並請代禱並請代禱並請代禱並請代禱。。。。 

4. 20/12 崇拜後將舉行事奉人員感恩愛崇拜後將舉行事奉人員感恩愛崇拜後將舉行事奉人員感恩愛崇拜後將舉行事奉人員感恩愛筵暨聖誕聯歡會筵暨聖誕聯歡會筵暨聖誕聯歡會筵暨聖誕聯歡會，，，，請肢留步參加請肢留步參加請肢留步參加請肢留步參加。。。。 

5. 24/12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pm 於瀝源及禾輋邨報佳音於瀝源及禾輋邨報佳音於瀝源及禾輋邨報佳音於瀝源及禾輋邨報佳音，，，，請參加請參加請參加請參加者者者者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6. 本堂將送贈本堂將送贈本堂將送贈本堂將送贈「「「「信徒箴言信徒箴言信徒箴言信徒箴言」」」」給每一位肢體作為給每一位肢體作為給每一位肢體作為給每一位肢體作為聖誕禮物聖誕禮物聖誕禮物聖誕禮物，，，，也是用作來年全教會也是用作來年全教會也是用作來年全教會也是用作來年全教會

指定靈修之讀物指定靈修之讀物指定靈修之讀物指定靈修之讀物，，，，請肢體留意請肢體留意請肢體留意請肢體留意。。。。 

7. 本會海宣部召募本會海宣部召募本會海宣部召募本會海宣部召募 2010 年差傳小戰士年差傳小戰士年差傳小戰士年差傳小戰士 200 名名名名，，，，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4-12 歲歲歲歲，，，，請家長鼓勵適齡請家長鼓勵適齡請家長鼓勵適齡請家長鼓勵適齡

子女參加子女參加子女參加子女參加，，，，請向方教師或鄭翠請向方教師或鄭翠請向方教師或鄭翠請向方教師或鄭翠瓊報名瓊報名瓊報名瓊報名。。。。 

8. 吳牧師於吳牧師於吳牧師於吳牧師於 17/11-21/11 放放放放年假四天年假四天年假四天年假四天。。。。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弟兄之父親於弟兄之父親於弟兄之父親於弟兄之父親於 27/11 離世離世離世離世，，，，喪禮定於喪禮定於喪禮定於喪禮定於 18/12 為守夜為守夜為守夜為守夜，，，，19/12 出出出出殯殯殯殯，，，，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在寶福紀念館在寶福紀念館在寶福紀念館在寶福紀念館，，，，求上帝安慰弟兄及求上帝安慰弟兄及求上帝安慰弟兄及求上帝安慰弟兄及其其其其家人家人家人家人。。。。 

2. 梁健華弟兄之父親於梁健華弟兄之父親於梁健華弟兄之父親於梁健華弟兄之父親於 18/11 安息主懐安息主懐安息主懐安息主懐，，，，安息禮拜定於安息禮拜定於安息禮拜定於安息禮拜定於 12/12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 假世界假世界假世界假世界

殯殯殯殯，，，，儀館舉行儀館舉行儀館舉行儀館舉行，，，，求上帝安慰弟兄及其家人求上帝安慰弟兄及其家人求上帝安慰弟兄及其家人求上帝安慰弟兄及其家人。。。。 

3. 鄭教師之叔公於鄭教師之叔公於鄭教師之叔公於鄭教師之叔公於 26/11 主懐安息主懐安息主懐安息主懐安息，，，，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 2/12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求上帝安慰鄭教求上帝安慰鄭教求上帝安慰鄭教求上帝安慰鄭教

師及叔公之家人師及叔公之家人師及叔公之家人師及叔公之家人。。。。 

4. 徐炳峰弟兄因腸癌及肝癌導致嚴重貧血徐炳峰弟兄因腸癌及肝癌導致嚴重貧血徐炳峰弟兄因腸癌及肝癌導致嚴重貧血徐炳峰弟兄因腸癌及肝癌導致嚴重貧血，，，，現現現現已已已已轉介入住白普理療養院轉介入住白普理療養院轉介入住白普理療養院轉介入住白普理療養院，，，，求上求上求上求上

帝看顧弟兄及其家人帝看顧弟兄及其家人帝看顧弟兄及其家人帝看顧弟兄及其家人。。。。 

5. 張振雄弟兄及謝詩淇姊妹的父親分別心臟出現問題張振雄弟兄及謝詩淇姊妹的父親分別心臟出現問題張振雄弟兄及謝詩淇姊妹的父親分別心臟出現問題張振雄弟兄及謝詩淇姊妹的父親分別心臟出現問題，，，，正在治療中正在治療中正在治療中正在治療中，，，，請記念振請記念振請記念振請記念振

雄雄雄雄，，，，詩淇及其家人的需要詩淇及其家人的需要詩淇及其家人的需要詩淇及其家人的需要。。。。 

6. 周于琴姊妹已於周于琴姊妹已於周于琴姊妹已於周于琴姊妹已於 18/11 晚從柬埔寨晚從柬埔寨晚從柬埔寨晚從柬埔寨宣教宣教宣教宣教回港回港回港回港，，，，請記念姊妹的事奉及前路請記念姊妹的事奉及前路請記念姊妹的事奉及前路請記念姊妹的事奉及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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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廖芝強弟兄廖芝強弟兄廖芝強弟兄廖芝強弟兄（（（（娟姐及卿姐之哥哥娟姐及卿姐之哥哥娟姐及卿姐之哥哥娟姐及卿姐之哥哥））））第二次中風第二次中風第二次中風第二次中風，，，，現在沙田醫院療養及做物理現在沙田醫院療養及做物理現在沙田醫院療養及做物理現在沙田醫院療養及做物理

治療治療治療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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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堂址的設計新堂址的設計新堂址的設計新堂址的設計，，，，裝修費用裝修費用裝修費用裝修費用，，，，裝修時間等裝修時間等裝修時間等裝修時間等，，，，特別為肢體在心靈上的預備特別為肢體在心靈上的預備特別為肢體在心靈上的預備特別為肢體在心靈上的預備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2. 為為為為準備堅信準備堅信準備堅信準備堅信，，，，洗禮之肢體代禱守望洗禮之肢體代禱守望洗禮之肢體代禱守望洗禮之肢體代禱守望：：：：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陳錦海陳錦海陳錦海陳錦海，，，，黃黃黃黃翠琴翠琴翠琴翠琴，，，，袁袁袁袁

杏芬杏芬杏芬杏芬，，，，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 

3. 為為為為身體軟弱的肢體及其家人身體軟弱的肢體及其家人身體軟弱的肢體及其家人身體軟弱的肢體及其家人：：：：徐鈵峰徐鈵峰徐鈵峰徐鈵峰，，，，廖芝強廖芝強廖芝強廖芝強，，，，張振雄及謝詩淇兩位張振雄及謝詩淇兩位張振雄及謝詩淇兩位張振雄及謝詩淇兩位之之之之父親父親父親父親，，，，

以及其他長者以及其他長者以及其他長者以及其他長者。。。。 

4. 為為為為 24/12 報佳音報佳音報佳音報佳音 25/12 聖誕崇拜及聖誕崇拜及聖誕崇拜及聖誕崇拜及 27/12 之教友大會之教友大會之教友大會之教友大會，，，，禱告禱告禱告禱告讓肢體好好預備心讓肢體好好預備心讓肢體好好預備心讓肢體好好預備心

靈參與靈參與靈參與靈參與，，，，代禱守望代禱守望代禱守望代禱守望。。。。 

 

2009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2010 年年年年 1 月行月行月行月行事曆事曆事曆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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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1818((((五五五五))))    
禾輋信義學校禾輋信義學校禾輋信義學校禾輋信義學校 30303030 周年校慶感恩典禮周年校慶感恩典禮周年校慶感恩典禮周年校慶感恩典禮

暨綜合表演暨綜合表演暨綜合表演暨綜合表演    
    禾輋信義學校禾輋信義學校禾輋信義學校禾輋信義學校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20(20(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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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五五五五))))    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    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222((((六六六六))))    合團新的開始合團新的開始合團新的開始合團新的開始    團契團友團契團友團契團友團契團友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3333((((日日日日))))    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 9:00AM9:00AM9:00AM9:00AM    主日學部員主日學部員主日學部員主日學部員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3333((((日日日日))))    事奉人員訓練事奉人員訓練事奉人員訓練事奉人員訓練((((司獻司獻司獻司獻，，，，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3333((((日日日日))))    崇拜主禮訓練崇拜主禮訓練崇拜主禮訓練崇拜主禮訓練((((午膳後午膳後午膳後午膳後))))    主禮主禮主禮主禮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3333((((日日日日))))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接待訓練接待訓練接待訓練接待訓練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5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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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六六六六))))    讀經員訓練讀經員訓練讀經員訓練讀經員訓練 4:004:004:004:00----5:00PM5:00PM5:00PM5:00PM    讀經員讀經員讀經員讀經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1111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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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1616((((六六六六))))    團契職員訓練團契職員訓練團契職員訓練團契職員訓練    團契職員團契職員團契職員團契職員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17171717((((日日日日))))    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    團契部員團契部員團契部員團契部員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23232323((((六六六六))))    團契職員訓練團契職員訓練團契職員訓練團契職員訓練    團契職團契職團契職團契職員員員員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24242424((((日日日日))))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音響訓練音響訓練音響訓練音響訓練((((崇拜後崇拜後崇拜後崇拜後))))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音響員音響員音響員音響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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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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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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1 

3/1 4/1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5/1 6/1*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7/1 8/1 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9/1 

10/1 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11/1 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 12/1 13/1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14/1*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15/1 16/1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7/1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18/1*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 

*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 

19/1 20/1 21/1 22/1 23/1 

24/1 25/1 26/1 27/1 28/1 29/1 30/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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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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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使用本堂于琴姑娘回港後的分享，並叫過去一年甘、苦的經歷繼續燃點于琴姑娘

的差傳生命。 

2. 求主繼續保守金邊信義中心的工作，Rithy 同工及她的家人。 

3. 為從義診服務中初次聽聞福音的柬埔寨人民祈禱。 

為斐濟工場代禱 

1. 求主記念當地華人教會的一切聚會、運作，也為當地姊妹秀珍願意起來擔當職事、看顧教

會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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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泰國（曼谷）工場代禱 

1. 求主記念正從事性工作的婦女的健康，懂得透過適切方法保護自己的生命，並

重新得着被愛、具尊嚴、有盼望的生命。 

2. 求主幫助泰國各教會在聖誕期間的福音工作。 

為泰國（東北）工場代禱 

1. 求主使用跨宗派的基督教機構──Ubon Ratchatani 基教協會，成為合一的見

證，教會間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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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獲得一年工作簽證感恩。 

為海宣部代禱 

1. 求主引領更多的同行者，承擔金邊中心的工作，服侍當地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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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海外宣教部本會海外宣教部本會海外宣教部本會海外宣教部────────「「「「普世宣教課程普世宣教課程普世宣教課程普世宣教課程」」」」教牧導師講習班教牧導師講習班教牧導師講習班教牧導師講習班    
日期：13/1 & 20/1/2010  9:30AM- 4:30PM 

地點：信義樓五樓禮堂 

合作機構：大使命中心 

內容：課程簡要介紹，教牧分享經驗 

費用：每位收費HK$120 (連課本及午膳) 

截止報名：20/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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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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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海外宣教部本會海外宣教部本會海外宣教部本會海外宣教部────────招招招招募募募募    
『『『『差傳小戰士差傳小戰士差傳小戰士差傳小戰士』』』』222200000000 名名名名        年齡：小朋友由 4-12 歲（幼一至小學六年級） 

『『『『差傳少年戰士差傳少年戰士差傳少年戰士差傳少年戰士』』』』50 名名名名  年齡：少年由 12-14 歲（中學一至二年級） 

『『『『樂齡差傳勇士樂齡差傳勇士樂齡差傳勇士樂齡差傳勇士』』』』100 名名名名 歡迎六十歲以上或退休的肢體參加 

““““宣教行動宣教行動宣教行動宣教行動────────作個開心快樂人作個開心快樂人作個開心快樂人作個開心快樂人””””    
目標：鼓勵為上帝的國禱告、奉獻支持宣教事工， 

並製作手工表達關心。 

 推行推行推行推行    ::::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2222 月開始月開始月開始月開始，，，，至至至至 7777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有心志者請聯絡教會幹事或傳栽部執事有心志者請聯絡教會幹事或傳栽部執事有心志者請聯絡教會幹事或傳栽部執事有心志者請聯絡教會幹事或傳栽部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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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與聖經翻譯十課     2009 年 12月 29 日至 2010 年 2 月 2 日 

這個為期十星期，每星期一課的「差傳與聖經翻譯」課程，讓參加者在十星期內對差傳和聖經翻

譯有初步而全面的認識。此課程並不定期舉行，最新消息請留意本會通訊。 

十課大綱如下： 

1. 差傳與聖經翻譯 

2. 學話基本法 

3. 語法簡易通 

4. 資訊科技好幫手 

5. 語言文化面面觀  

6. 社會變化深入睇 

7. 人類文化放大鏡 

8. 識字教育要睇真 

9. 譯經字字真 

10. 聖經翻譯的參與與委身  

 

詳情請瀏覽香港威詳情請瀏覽香港威詳情請瀏覽香港威詳情請瀏覽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http://http://http://http://www.wycliff.org.hk/www.wycliff.org.hk/www.wycliff.org.hk/www.wyclif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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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時段』每主日早上九時四＋五分於二樓清心閣。靈命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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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讀經會香港讀經會香港讀經會香港讀經會與香港聖經公會合作出版與香港聖經公會合作出版與香港聖經公會合作出版與香港聖經公會合作出版    

《《《《2010 2010 2010 2010 讀經表讀經表讀經表讀經表》》》》開始派發開始派發開始派發開始派發    

《《《《讀經表讀經表讀經表讀經表》》》》的特色如下的特色如下的特色如下的特色如下：：：：    

．帶領你以五年讀畢全本聖經為目標。 

．內附讀經／靈修七式步驟，適合初信者使用。 

．逐卷聖經研讀，系統井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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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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110 90 85 106 101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14 -- 2 -- -- 58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27 20 18 -- 19 21 

中中中中學學學學級級級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6 5 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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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8 -- 13 11111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5 -- -- 8 -- 6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4 -- -- 1 -- 3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6 -- -- 2 -- 4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14 -- -- 2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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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5 -- 4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5 50 43 50 -- 47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4 12 13 --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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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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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 26/12 2/1 9/1 16/1 23/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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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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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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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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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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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as+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邊爐夜話邊爐夜話邊爐夜話邊爐夜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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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回顧大事回顧大事回顧大事回顧 --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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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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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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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新新新 

的的的的 

開開開開 

始始始始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20/12 27/12 3/1 10/1 17/1 24/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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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活動聖誕活動聖誕活動聖誕活動 聖誕假期聖誕假期聖誕假期聖誕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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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假期聖誕假期聖誕假期聖誕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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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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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 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

事工計劃事工計劃事工計劃事工計劃

及落實及落實及落實及落實(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合一合一合一合一) 

--- 

所有事奉所有事奉所有事奉所有事奉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的心的心的心的心

身靈身靈身靈身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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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6/12 23/12 30/12 6/1 13/1 20/1 27/1 

 

以斯帖以斯帖以斯帖以斯帖 

逢逢逢逢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1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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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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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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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 27/12 3/1 10/1 17/1 24/1 31/1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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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後後後後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白白白白)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綠綠綠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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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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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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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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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承方牧師方承方牧師方承方牧師方承方牧師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龔立人博士龔立人博士龔立人博士龔立人博士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全合全合全合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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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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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合全合全合全合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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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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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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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耶 31:7-14 

弗弗弗弗 1:3-14 

約約約約 1:(1-9), 

10-18 

賽賽賽賽 43:1-17 

徒徒徒徒 8:14-17 

路路路路 3:15-17, 

21-22 

賽賽賽賽 62:1-5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2:1-11 

約約約約 2:1-11 

尼尼尼尼 8:1-3, 

5-6,8-1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2:12-31 上上上上

路路路路 4:14-21 

耶耶耶耶 1:4-1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3:1-13 

路路路路 4:21-30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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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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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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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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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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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六六六六)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六六六六)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地地地地)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六六六六)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六六六六)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地地地地)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六六六六) 

梁雅詩梁雅詩梁雅詩梁雅詩(六六六六)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地地地地)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六六六六)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六六六六)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地地地地)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六六六六)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六六六六)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地地地地)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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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88, 

127,515 

130,347,385,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3,223 

50,72, 

63,492 

46,293, 
耶和華是我的耶和華是我的耶和華是我的耶和華是我的

依靠依靠依靠依靠, 祢是聖祢是聖祢是聖祢是聖

潔潔潔潔,261,491, 

19,247, 

415,486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 
佳佳佳佳 23, 小小小小 9, 

佳佳佳佳 34 
--- 

佳佳佳佳 23, 小小小小 56, 

佳佳佳佳 34 
---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 --- 
鄭瑞芬鄭瑞芬鄭瑞芬鄭瑞芬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 ---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一月一月一月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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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一月一月一月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