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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農曆新年快樂！ 

 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教友教友教友教友) 

記得在年代久遠以前，當教會還在瀝源的時候，有一次主日崇拜當中，一位比我年

紀小的團友負責於主日崇拜讀經。正當他走上台的時候，我身邊的一位肢體感到詫異的

說：「怎麼他會穿短褲的呢？」年少的我，當然不太明白這位肢體為何會這樣介意這小團

友的衣著，但因著他這句說話，令我在聽讀經的時候不太專心，反覆的想著這種衣著有

甚麼問題。 

及後，得知那位肢體覺得如果穿短褲，於主日服事上帝有點不太尊重上帝。當我知

道後，心中便生了一個問題，為何穿短褲會代表一個人不尊重上帝和這個服事呢？（看

到這裡，可能有些教友已經心裡說：當然啦！這還用想！）哈哈！但自此以後，我對於

衣著與尊重上帝的問題便產生了興趣，常常會在不同的情境下追尋相關的訊息。 

印象中，最常接收該訊息的地方是在詩班中，詩班獻詩最好是穿裙子或是斯文褲，

但最重要還是要穿斯文鞋，因為當穿了詩袍，只會露腳，還記得當時我還特意買了一雙

斯文鞋帶到教會時才換上。 

而歷代執事也多有說，主日有服事的時候穿得端莊是表示對上帝的尊重，因為要將

最好的獻給上帝。有些軟性一些的解釋是，見上帝就好像是見一個你很喜歡的人，你總

會想打扮得漂亮一點見愛人吧！ 

因著對這個題目的興趣，我對於一次講道的內容十分有印象。講員說在他少年時，

有一次主日，曾相約一大班教會的弟兄，一同穿著短褲返崇拜。他們並不是不知道教會

是如何地鼓勵他們以端莊的衣飾來迎見上帝，只是他們要給他們心底裡的那種聲音或訴

求發聲的機會，以他們認為最舒適的方式，迎見他們的上帝！記得他那時形容，他們覺

得「很釋放」。 

另外有一個故事，雖然不是講衣著與尊重上帝，但卻好像給了我一個少少的提醒。

那講員說，曾經有一次，他到一間教會講道。那教會算是一個中產的教會，每個人即使

不算身光頸靚，但也是乾淨企理。那次，一個衣衫襤褸的人，進到該教會當中，還有座

位不坐，反而走到最前排，坐在前排座位前的地下。弟兄姊妹看到，雖感怪異卻沒有做

聲，講員在台上看見這人，也照樣說下去，但他驟見一位類似執事的物體移近這人，講

員心想，可能是要趕這個人去後座吧。豈知這位執事是跟這位仁兄同坐在地上。 

今天的我，對這個課題仍感興趣，因為從不同人的觀點中，可以認識到弟兄姊妹對

同一件事物不同的理解，雖然眾多不同，卻又是源於一，這很有趣。而我，在我心中覺

得，上帝並不是看人外表的，但衪絕對看得到人的內心。我們是有責任提醒弟兄姊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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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自己的心態，但卻沒有辦法評定一個人對上帝的尊重。可能正正因為我們不是上帝，

因此比較難掌握人的內心，很自然我們會認為透過外表會反映一個人的內心。只是，我

們同時要小心的是，我們所作的行為，對弟兄姊妹是綑綁，還是釋放？我們的動機是生

命，還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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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年年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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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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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人人人人；；；；領餐者領餐者領餐者領餐者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為為為為 90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9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1 人人人人。。。。 

2. 為讓教牧更了解及明白肢體的需要為讓教牧更了解及明白肢體的需要為讓教牧更了解及明白肢體的需要為讓教牧更了解及明白肢體的需要，，，，從今年一月份起從今年一月份起從今年一月份起從今年一月份起，，，，每次聖餐崇拜後有禱告服每次聖餐崇拜後有禱告服每次聖餐崇拜後有禱告服每次聖餐崇拜後有禱告服

事事事事，，，，有需要的肢體請在崇拜後集合於禮堂前有需要的肢體請在崇拜後集合於禮堂前有需要的肢體請在崇拜後集合於禮堂前有需要的肢體請在崇拜後集合於禮堂前，，，，讓教牧同工為你們代禱讓教牧同工為你們代禱讓教牧同工為你們代禱讓教牧同工為你們代禱。。。。 

3. 7/3 崇拜後崇拜後崇拜後崇拜後為本堂全為本堂全為本堂全為本堂全教會的讀經日教會的讀經日教會的讀經日教會的讀經日，，，，今期將研讀歌羅西書今期將研讀歌羅西書今期將研讀歌羅西書今期將研讀歌羅西書，，，，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並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並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並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並

報名參加報名參加報名參加報名參加。。。。 

4. 本本本本堂本年度之鮮花奉獻認捐表格已張貼於壁報板上堂本年度之鮮花奉獻認捐表格已張貼於壁報板上堂本年度之鮮花奉獻認捐表格已張貼於壁報板上堂本年度之鮮花奉獻認捐表格已張貼於壁報板上，，，，請請請請肢體肢體肢體肢體踴踴踴踴躍認獻躍認獻躍認獻躍認獻。。。。 

5. 由本會傳道牧養部所舉辦之執事訓練將於由本會傳道牧養部所舉辦之執事訓練將於由本會傳道牧養部所舉辦之執事訓練將於由本會傳道牧養部所舉辦之執事訓練將於 5/3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PM.假信義會真理堂以培靈假信義會真理堂以培靈假信義會真理堂以培靈假信義會真理堂以培靈

會形舉行會形舉行會形舉行會形舉行，，，，歡迎肢體報名參名歡迎肢體報名參名歡迎肢體報名參名歡迎肢體報名參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23/2 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 

6. 堂校搬遷工程已開展堂校搬遷工程已開展堂校搬遷工程已開展堂校搬遷工程已開展，，，，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已已已已於一月中進行於一月中進行於一月中進行於一月中進行內內內內部基本設部基本設部基本設部基本設施裝修工程施裝修工程施裝修工程施裝修工程，，，，裝修需時裝修需時裝修需時裝修需時 3-4

個個個個月月月月，，，，屆時本堂亦可開始進行有關裝修工程屆時本堂亦可開始進行有關裝修工程屆時本堂亦可開始進行有關裝修工程屆時本堂亦可開始進行有關裝修工程，，，，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7. 8-10/2 為禾信之教育營為禾信之教育營為禾信之教育營為禾信之教育營，，，，鄭教師將於鄭教師將於鄭教師將於鄭教師將於 8-9/2 在營內負責靈修在營內負責靈修在營內負責靈修在營內負責靈修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8.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徐炳峰弟兄之安息禮拜及火葬禮已於徐炳峰弟兄之安息禮拜及火葬禮已於徐炳峰弟兄之安息禮拜及火葬禮已於徐炳峰弟兄之安息禮拜及火葬禮已於 18/1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求求求求主主主主安慰徐弟兄之家人安慰徐弟兄之家人安慰徐弟兄之家人安慰徐弟兄之家人。。。。 

2. 李金玉婆婆因身體不適曾多次入住醫院李金玉婆婆因身體不適曾多次入住醫院李金玉婆婆因身體不適曾多次入住醫院李金玉婆婆因身體不適曾多次入住醫院，，，，現現現現已已已已出院出院出院出院，，，，請記念其身體狀況請記念其身體狀況請記念其身體狀況請記念其身體狀況。。。。 

3. 魏書如弟兄自仕芬姊妹主懷安息魏書如弟兄自仕芬姊妹主懷安息魏書如弟兄自仕芬姊妹主懷安息魏書如弟兄自仕芬姊妹主懷安息後後後後，，，，一直鬱鬱不樂一直鬱鬱不樂一直鬱鬱不樂一直鬱鬱不樂，，，，現趁農歷年假將與兄長前現趁農歷年假將與兄長前現趁農歷年假將與兄長前現趁農歷年假將與兄長前往往往往新新新新

加坡旅遊散心加坡旅遊散心加坡旅遊散心加坡旅遊散心，，，，請記念他們的旅程請記念他們的旅程請記念他們的旅程請記念他們的旅程，，，，並昐望能治療創傷並昐望能治療創傷並昐望能治療創傷並昐望能治療創傷。。。。 

4. 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婆婆婆婆婆婆婆婆雙腳常感赤痛雙腳常感赤痛雙腳常感赤痛雙腳常感赤痛，，，，影響日常生活及走動影響日常生活及走動影響日常生活及走動影響日常生活及走動，，，，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5. 吳牧師於吳牧師於吳牧師於吳牧師於 8/2-18/2 放放放放年假共年假共年假共年假共 7 天天天天。。。。    

 

三三三三.    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 

1. 為徐太及女兒曉璇為徐太及女兒曉璇為徐太及女兒曉璇為徐太及女兒曉璇，，，，求上帝引領他們日後生活所需求上帝引領他們日後生活所需求上帝引領他們日後生活所需求上帝引領他們日後生活所需。。。。 

2. 為堂校搬遷工程及一切所需禱告為堂校搬遷工程及一切所需禱告為堂校搬遷工程及一切所需禱告為堂校搬遷工程及一切所需禱告，，，，求上帝賜福並開求上帝賜福並開求上帝賜福並開求上帝賜福並開通通通通達的路達的路達的路達的路。。。。 

3. 為為為為身體軟弱肢體及其家人代禱身體軟弱肢體及其家人代禱身體軟弱肢體及其家人代禱身體軟弱肢體及其家人代禱：：：：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蘇妹蘇妹蘇妹蘇妹，，，，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張振雄及謝詩淇之雙親張振雄及謝詩淇之雙親張振雄及謝詩淇之雙親張振雄及謝詩淇之雙親，，，，

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謝玉冰婆婆等謝玉冰婆婆等謝玉冰婆婆等謝玉冰婆婆等。。。。 

4. 為為為為 8-10/2 禾信教育營禱禾信教育營禱禾信教育營禱禾信教育營禱求求求求，，，，上帝透過鄭教師的分享上帝透過鄭教師的分享上帝透過鄭教師的分享上帝透過鄭教師的分享，，，，幫助學生認識耶穌基督幫助學生認識耶穌基督幫助學生認識耶穌基督幫助學生認識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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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年年年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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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二二二二) 「「「「福音腳踨行福音腳踨行福音腳踨行福音腳踨行，，，，昂步上嶼山昂步上嶼山昂步上嶼山昂步上嶼山」」」」

登山籌款活動登山籌款活動登山籌款活動登山籌款活動 

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0(六六六六) 差傳少年戰士差傳少年戰士差傳少年戰士差傳少年戰士“新春團拜新春團拜新春團拜新春團拜”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差傳小戰士及少年戰差傳小戰士及少年戰差傳小戰士及少年戰差傳小戰士及少年戰

士士士士(包括曾參加包括曾參加包括曾參加包括曾參加)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20(六六六六) 合團團拜合團團拜合團團拜合團團拜 團友團友團友團友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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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三三三三) 粵北湘西鄂北助學籌款粵北湘西鄂北助學籌款粵北湘西鄂北助學籌款粵北湘西鄂北助學籌款 禾信全體師生禾信全體師生禾信全體師生禾信全體師生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27(六六六六) 校董校長培訓暨新春聚餐校董校長培訓暨新春聚餐校董校長培訓暨新春聚餐校董校長培訓暨新春聚餐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校董校董校董校董、、、、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28(日日日日) 「「「「給摯愛的約會給摯愛的約會給摯愛的約會給摯愛的約會」」」」 本會夫婦本會夫婦本會夫婦本會夫婦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2(二二二二) 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5(五五五五) 執事培靈會執事培靈會執事培靈會執事培靈會 
執事或有心志執事或有心志執事或有心志執事或有心志 

帶領事奉帶領事奉帶領事奉帶領事奉肢肢肢肢體體體體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會本會本會本會真理堂真理堂真理堂真理堂 

5(五五五五) 大專生差傳夜大專生差傳夜大專生差傳夜大專生差傳夜 大專生大專生大專生大專生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會天恩堂本會天恩堂本會天恩堂本會天恩堂 

7(日日日日) 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 各肢體各肢體各肢體各肢體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22(一一一一) 22-26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 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28(日日日日) 24週年堂慶週年堂慶週年堂慶週年堂慶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三三三三 

月月月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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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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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2 3/2 4/2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5/2 6/2 

7/2*陳日溢陳日溢陳日溢陳日溢 8/2 9/2 10/2 11/2 12/2 13/2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 

14/2 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 

 

15/2 李國強李國強李國強李國強 

    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 

16/2 梁兆琪梁兆琪梁兆琪梁兆琪 17/2 18/2 19/2 20/2 

21/2 22/2 23/2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24/2 25/2 26/2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27/2 

28/2 1/3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2/3 3/3 聶玉鳳聶玉鳳聶玉鳳聶玉鳳 4/3 5/3 6/3 

7/3 8/3 9/3 10/3 11/3 梁笑蘭梁笑蘭梁笑蘭梁笑蘭 12/3 13/3 

14/3 15/3*黃卓恩黃卓恩黃卓恩黃卓恩 16/3 17/3 18/3 19/3 20/3 

21/3 22/3 23/3 24/3 25/3 26/3 27/3 鍾偉邦鍾偉邦鍾偉邦鍾偉邦 

    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 

28/3*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 

   *王浩王浩王浩王浩陽陽陽陽 

29/3 30/3 31/3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A. 本會宣教工場代禱 
 

請為泰國曼谷工場代禱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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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剛受洗的 Sam 及花代禱，求主賜力量幫助他倆撇掉毒癮及一切壞習慣。 

2. 愛滋病支援中心現正招聘新同工，求主預備。 

 

請為泰國東北工場代禱 

1. 在 Nam Thaeng-Phaniat 正籌備興建教堂，求主帶領工程的進行。 

2. 求主的喜樂和服侍的動力時刻與歐陽雪玲姑娘的團隊同在。 

 

請為柬埔寨金邊工場代禱 

1. 陳牧師與 Rithy 傳道的合作和溝通。 

2. 陳牧師學習柬文得著智慧和安排時間溫習。 

3. 金邊信義中心在當地進行註冊順利。 

  

請為斐濟工場代禱 

1. 記念曾國輝牧師夫婦將在紐西蘭有半年進修時間。 

2. 為曾牧師一家五口需要適應各自的新生活。 

3. 求主使用曾師母回斐濟探望教會禱告。 

 

B. 聚會推介 

本會海外宣教部 ── 大專生差專夜 

日期：5/3 （星期五）晚上七時正 

地點：天恩堂 

主題：在十字路口前舉目 － 湄公河流域的莊稼 

對象：18-26 歲大專學生 

內容：敬拜讚美、見證、話劇、信息 

 

有興趣出席肢體，請與方教師或鄭翠瓊聯絡 

 

C. 溫馨提示 

大家年初立志的讀經計劃及向人見証福音的行動開始了沒有開始了沒有開始了沒有開始了沒有？ 

即或你沒有填寫立志表，也盼望你今年努力讀經，得著從主的話而來的甘甜！！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月月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份聚會出席統計表份聚會出席統計表份聚會出席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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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116 103 99 101 106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09 --- 7 --- --- 58 

兒童級兒童級兒童級兒童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 14 18 14 11 14 

中中中中學學學學級級級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 3 3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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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9 14 13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2 5 5 4 3 4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2 4 3 3 2 3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7 12 11 8 12 10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6 6 6 5 7 6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2 --- --- --- --- 12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13 --- 8 7 --- 9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 45 45 37 --- 42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4 13 13 --- --- 13 



5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三三三三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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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20/2 27/2 6/3 13/3 20/3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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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團契部合團契部合團契部合團契部合

團團拜團團拜團團拜團團拜 

齊齊揭齊齊揭齊齊揭齊齊揭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二二二二) 

齊齊尋齊齊尋齊齊尋齊齊尋 

真理真理真理真理(二二二二) 

跟你做個跟你做個跟你做個跟你做個

Friend 

(二二二二) 

我係度我係度我係度我係度 

做咩做咩做咩做咩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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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團契部合團契部合團契部合團契部合

團團拜團團拜團團拜團團拜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行行重行行重行行重行行重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放眼世界放眼世界放眼世界放眼世界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1-3））））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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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6:00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團契部合團契部合團契部合團契部合

團團拜團團拜團團拜團團拜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 

(7/3)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週週週週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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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團契部合團契部合團契部合團契部合

團團拜團團拜團團拜團團拜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BBQ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以諾以諾以諾以諾 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三三三三次次次次 --- 
合團團拜合團團拜合團團拜合團團拜 

(20/2)-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28/2) 

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 

(7/3)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 

默想會默想會默想會默想會

(28/3) 

雅各雅各雅各雅各 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三三三三次次次次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9/2)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20/2)-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28/2)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12/3)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9/3) 

學校愛筵學校愛筵學校愛筵學校愛筵 

(28/3)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4/2 21/2 28/2 7/3 14/3 21/3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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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新年假期農曆新年假期農曆新年假期農曆新年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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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新年假期農曆新年假期農曆新年假期農曆新年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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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新年假期農曆新年假期農曆新年假期農曆新年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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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

福音工作福音工作福音工作福音工作 
--- 

預苦期心預苦期心預苦期心預苦期心

靈預備靈預備靈預備靈預備////

預備洗禮預備洗禮預備洗禮預備洗禮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 

聖週心靈聖週心靈聖週心靈聖週心靈

準備準備準備準備////立立立立

聖餐日崇聖餐日崇聖餐日崇聖餐日崇

拜拜拜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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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2 24/2 3/3 10/3 17/3 24/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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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 

年初四年初四年初四年初四 

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

(二二二二)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二二二二) 
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齊齊齊齊

欣賞欣賞欣賞欣賞—上上上上

帝的創造帝的創造帝的創造帝的創造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一一一一)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一至三月一至三月一至三月一至三月 

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 

信信信信息息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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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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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21/2 28/2 7/3 14/3 21/3 28/3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最後主日最後主日最後主日最後主日 

(白白白白)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紫紫紫紫) 

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

(紅紅紅紅/紫紫紫紫)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鄭瑞鄭瑞鄭瑞鄭瑞芬教師芬教師芬教師芬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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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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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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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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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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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張玉文博士張玉文博士張玉文博士張玉文博士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全合全合全合全合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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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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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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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出出出出 34:29-35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3:12-4:2 

路路路路 9:28-36 

箴箴箴箴 6:16-19 

雅雅雅雅 4:3-8  

代下代下代下代下 15:8-19 

創創創創 15:1-12, 

17-18 

腓腓腓腓 3:17-4:1 

路路路路 13:31-35 

賽賽賽賽 55:1-9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0:1-13 

路路路路 13:1-9 

書書書書 5:9-12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5:16-21 

路路路路 15:1-3, 

11 下下下下-32 

賽賽賽賽 43:16-21 

腓腓腓腓 3:4 下下下下-14 

約約約約 12:1-8 

賽賽賽賽 50:4-9 上上上上 

腓腓腓腓 2:5-11 

路路路路 19:28-40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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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以琳李以琳李以琳李以琳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李美連李美連李美連李美連    

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 

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 

王王王王美連美連美連美連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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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 ---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曾偉倫曾偉倫曾偉倫曾偉倫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 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 

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 

梁依廷梁依廷梁依廷梁依廷(聖聖聖聖)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後後後後)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地地地地)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聖聖聖聖)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後後後後)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地地地地)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聖聖聖聖)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後後後後) 

梁梁梁梁笑笑笑笑琼琼琼琼(地地地地)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聖聖聖聖)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後後後後)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地地地地)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聖聖聖聖)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後後後後)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地地地地)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聖聖聖聖)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後後後後)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地地地地)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聖聖聖聖)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後後後後)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地地地地)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主賜福如春雨主賜福如春雨主賜福如春雨主賜福如春雨, 

187,真光普照真光普照真光普照真光普照,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72,189 

133,131, 

250,224 

209,455, 

應許應許應許應許,獻上獻上獻上獻上, 

264,368 

13,474, 

347,439 

49,325, 

有你愛我有你愛我有你愛我有你愛我, 

獻上獻上獻上獻上,268, 

歡欣歡欣歡欣歡欣 

44,135, 

346,404 

205,43, 

42,獻上獻上獻上獻上, 

146,143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佳佳佳佳 4,小小小小 95, 

佳佳佳佳 100 
--- 

佳佳佳佳 2,小小小小 63 

佳佳佳佳 125 
--- 

佳佳佳佳 2,佳兒佳兒佳兒佳兒 75, 

佳佳佳佳 125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梁梁梁梁笑笑笑笑琼琼琼琼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 鄭教師鄭教師鄭教師鄭教師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二二二二月月月月)、、、、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三三三三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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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月月月月)、、、、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三三三三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