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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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伴同行   鄭瑞芬教師 

（本堂傳道同工） 

 

很快地，禾輋信義學校將會搬遷到新校舍了!教會亦因應學
校的搬遷而需遷入新址。各位弟兄姊妺，你們的心情如何？興
奮？雀躍？期待？抑或只覺得不方便、遠了？除了個人的感受
外，新校舍的確是上帝為我們預備的地方。而我所體會的是這
所校舍地方大了、空間多了、設施完備了、也盼望人數會因應
著環境改變而增多了，這豈不是好得無比的事嗎? 
 

堂校的合作是刻不容緩，也是非常迫切的。弟兄姊妹，你們
準備好迎接這個挑戰嗎?當學校要建立一所強大的團隊時，我
們的教會豈不更要加緊與學校的腳步同齊，甚至為他們多走一
步。我期待著這個時刻的來臨，也期待與肢體們結伴同行，為
主打更美的仗，也期待著我們的教會如初期教會的景象：在殿
裏面讚美上帝，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
這個願景是可以夢想成真的、只要我們一同齊心努力、一起參
予和委身，為這個禾場添多一點愛、歸屬和歡樂，上帝一定會
賜福的。保羅說：「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
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
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林前九 6-17)。 

 
今日，上帝已將祂的心意託付了沐恩堂，叫教會在這個禾輋

社區和學校榮耀祂的聖名。弟兄姊妹，願上帝感動保羅的靈，
今日同樣感動你和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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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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年年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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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1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8

人人人人；；；；領餐人數平均為領餐人數平均為領餐人數平均為領餐人數平均為 75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8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7 人人人人。。。。 

2. 堂校裝修工程已開始招標堂校裝修工程已開始招標堂校裝修工程已開始招標堂校裝修工程已開始招標，，，，但需等待校內基本設施完成後教會才但需等待校內基本設施完成後教會才但需等待校內基本設施完成後教會才但需等待校內基本設施完成後教會才

能展開內部裝修能展開內部裝修能展開內部裝修能展開內部裝修，，，，估計約於六月中左右才能將場地交給教會估計約於六月中左右才能將場地交給教會估計約於六月中左右才能將場地交給教會估計約於六月中左右才能將場地交給教會，，，，請請請請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3. 復活節崇拜中接受洗禮者有劉健鋒弟兄及單志榮弟兄復活節崇拜中接受洗禮者有劉健鋒弟兄及單志榮弟兄復活節崇拜中接受洗禮者有劉健鋒弟兄及單志榮弟兄復活節崇拜中接受洗禮者有劉健鋒弟兄及單志榮弟兄，，，，請繼續為請繼續為請繼續為請繼續為

兩位弟兄代禱守望兩位弟兄代禱守望兩位弟兄代禱守望兩位弟兄代禱守望，，，，求上帝堅立他們的信心求上帝堅立他們的信心求上帝堅立他們的信心求上帝堅立他們的信心。。。。 

4. 21/5 為本堂全教會的旅行日為本堂全教會的旅行日為本堂全教會的旅行日為本堂全教會的旅行日，，，，地點為地點為地點為地點為吉澳吉澳吉澳吉澳，，，，鴨洲鴨洲鴨洲鴨洲，，，，荔枝窩荔枝窩荔枝窩荔枝窩，，，，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所所所所有肢體及家人有肢體及家人有肢體及家人有肢體及家人、、、、親友親友親友親友、、、、學校學生學校學生學校學生學校學生、、、、家長參加家長參加家長參加家長參加，，，，費用為費用為費用為費用為$138(大大大大

小同價小同價小同價小同價)。。。。 

5. 本堂團契部將於本堂團契部將於本堂團契部將於本堂團契部將於 29/5 舉行合團寶劍練習舉行合團寶劍練習舉行合團寶劍練習舉行合團寶劍練習，，，，經經經經卷卷卷卷為加拉太書為加拉太書為加拉太書為加拉太書，，，，以以以以

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腓立比書及歌羅西書腓立比書及歌羅西書腓立比書及歌羅西書腓立比書及歌羅西書(共共共共 20 章章章章))))。。。。當日並當日並當日並當日並會頒發會頒發會頒發會頒發半年讀經半年讀經半年讀經半年讀經

奬勵奬勵奬勵奬勵，，，，請肢體預備及按時出席請肢體預備及按時出席請肢體預備及按時出席請肢體預備及按時出席。。。。 

6. 禾輋信義學校獲教育局分配禾輋信義學校獲教育局分配禾輋信義學校獲教育局分配禾輋信義學校獲教育局分配於於於於下年度下年度下年度下年度(2010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開四班小一開四班小一開四班小一開四班小一，，，，

但能否成功但能否成功但能否成功但能否成功開班開班開班開班將視乎六月將視乎六月將視乎六月將視乎六月份份份份學生報學生報學生報學生報讀讀讀讀情況情況情況情況，，，，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7. 禾信佈道會已於禾信佈道會已於禾信佈道會已於禾信佈道會已於 26/3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當日決志的當日決志的當日決志的當日決志的 4-6 年級學生共年級學生共年級學生共年級學生共 16 人人人人，，，，

願意參加安得烈團契者共願意參加安得烈團契者共願意參加安得烈團契者共願意參加安得烈團契者共 74 人人人人。。。。復活節後將發邀請信給學生復活節後將發邀請信給學生復活節後將發邀請信給學生復活節後將發邀請信給學生，，，，

盼望盼望盼望盼望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徵得家徵得家徵得家徵得家長長長長同意後同意後同意後同意後能參加安得烈團契及接受栽培能參加安得烈團契及接受栽培能參加安得烈團契及接受栽培能參加安得烈團契及接受栽培。。。。 

8. 本會沙田區堂本會沙田區堂本會沙田區堂本會沙田區堂會合辦專為會合辦專為會合辦專為會合辦專為 30-50 歲單身肢體聚會歲單身肢體聚會歲單身肢體聚會歲單身肢體聚會「「「「異齡壹零與你異齡壹零與你異齡壹零與你異齡壹零與你

為伍為伍為伍為伍」」」」，，，，日期為整個日期為整個日期為整個日期為整個 5 月份及月份及月份及月份及 16/6666，，，，歡迎向教牧查詢歡迎向教牧查詢歡迎向教牧查詢歡迎向教牧查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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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 假崇真會深水埗堂舉行周年聖假崇真會深水埗堂舉行周年聖假崇真會深水埗堂舉行周年聖假崇真會深水埗堂舉行周年聖

樂崇拜樂崇拜樂崇拜樂崇拜，，，，誠邀肢體出席誠邀肢體出席誠邀肢體出席誠邀肢體出席。。。。 

10. 本會青少年部與中本會青少年部與中本會青少年部與中本會青少年部與中美美美美服務促進會及美國華寶湖聖經營將於服務促進會及美國華寶湖聖經營將於服務促進會及美國華寶湖聖經營將於服務促進會及美國華寶湖聖經營將於

1/7-18/7 假假假假「「「「河南雞公山國際青少年文化交流基地河南雞公山國際青少年文化交流基地河南雞公山國際青少年文化交流基地河南雞公山國際青少年文化交流基地」」」」合辦博愛英合辦博愛英合辦博愛英合辦博愛英

文夏令營文夏令營文夏令營文夏令營，，，，現招募營會組長六名現招募營會組長六名現招募營會組長六名現招募營會組長六名。。。。申請者必須為中七或以上已受申請者必須為中七或以上已受申請者必須為中七或以上已受申請者必須為中七或以上已受

洗教友洗教友洗教友洗教友，，，，請請請請向向向向教牧查詢教牧查詢教牧查詢教牧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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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9/5 本會獲社會福利署批本會獲社會福利署批本會獲社會福利署批本會獲社會福利署批准准准准為馮鎰大樓三期工程及恩頤居為馮鎰大樓三期工程及恩頤居為馮鎰大樓三期工程及恩頤居為馮鎰大樓三期工程及恩頤居賣旗賣旗賣旗賣旗

籌款籌款籌款籌款，，，，現急招募義工及協助派發與收集現急招募義工及協助派發與收集現急招募義工及協助派發與收集現急招募義工及協助派發與收集榮榮榮榮譽旗譽旗譽旗譽旗，，，，請肢體協助推動請肢體協助推動請肢體協助推動請肢體協助推動.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周新喜婆婆頸部出現腫塊周新喜婆婆頸部出現腫塊周新喜婆婆頸部出現腫塊周新喜婆婆頸部出現腫塊，，，，現正等候檢查現正等候檢查現正等候檢查現正等候檢查。。。。 

2. 蘇妹婆婆蘇妹婆婆蘇妹婆婆蘇妹婆婆（（（（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卿母親廖淑卿母親廖淑卿母親廖淑卿母親））））因細菌感染影響心臟因細菌感染影響心臟因細菌感染影響心臟因細菌感染影響心臟，，，，於於於於 4 月月月月

10 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離世離世離世離世，，，，請請請請為家人為家人為家人為家人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3. 蔡志明姊妹的父親蔡松新伯伯身體不適蔡志明姊妹的父親蔡松新伯伯身體不適蔡志明姊妹的父親蔡松新伯伯身體不適蔡志明姊妹的父親蔡松新伯伯身體不適，，，，曾入住威院曾入住威院曾入住威院曾入住威院，，，，現已出現已出現已出現已出

院院院院，，，，並等候專科覆珍並等候專科覆珍並等候專科覆珍並等候專科覆珍。。。。 

三三三三.    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 

1. 為教會需於六月底前完成尋找教會的核心價值代禱為教會需於六月底前完成尋找教會的核心價值代禱為教會需於六月底前完成尋找教會的核心價值代禱為教會需於六月底前完成尋找教會的核心價值代禱。。。。 

2. 為堂校搬遷為堂校搬遷為堂校搬遷為堂校搬遷，，，，裝修裝修裝修裝修，，，，經費需要等代禱經費需要等代禱經費需要等代禱經費需要等代禱，，，，求上帝帶領和預備求上帝帶領和預備求上帝帶領和預備求上帝帶領和預備。。。。 

3. 為本堂肢體的身心靈禱告為本堂肢體的身心靈禱告為本堂肢體的身心靈禱告為本堂肢體的身心靈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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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復興教會並復興教會並復興教會並復興教會。。。。 

4. 為教牧及所有事奉人員代禱為教牧及所有事奉人員代禱為教牧及所有事奉人員代禱為教牧及所有事奉人員代禱，，，，讓他們事奉得力讓他們事奉得力讓他們事奉得力讓他們事奉得力。。。。 

5. 為中國旱情為中國旱情為中國旱情為中國旱情，，，，泰國政局泰國政局泰國政局泰國政局，，，，世界和平代禱世界和平代禱世界和平代禱世界和平代禱。。。。 

 

 



4 

 

2010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2010 年年年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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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6(五五五五) 恩愛夫婦電影晚會恩愛夫婦電影晚會恩愛夫婦電影晚會恩愛夫婦電影晚會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夫婦夫婦夫婦夫婦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19(一一一一) 
19/4-17/5(逢星期一逢星期一逢星期一逢星期一)崇拜主禮崇拜主禮崇拜主禮崇拜主禮

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四四四四 

月月月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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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六六六六) 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 
本會代表本會代表本會代表本會代表

及會員及會員及會員及會員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4(二二二二) 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5(六六六六) 《《《《勇敢挑戰真愛勇敢挑戰真愛勇敢挑戰真愛勇敢挑戰真愛》》》》閱讀分享會閱讀分享會閱讀分享會閱讀分享會 夫婦夫婦夫婦夫婦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16(日日日日) 主日學導師基礎訓練主日學導師基礎訓練主日學導師基礎訓練主日學導師基礎訓練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18(二二二二) 18-20教牧同工進修營教牧同工進修營教牧同工進修營教牧同工進修營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傳傳傳傳道牧養部道牧養部道牧養部道牧養部 

21(五五五五) 家庭旅行家庭旅行家庭旅行家庭旅行 

肢體親友肢體親友肢體親友肢體親友, 

禾信學生及禾信學生及禾信學生及禾信學生及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執事小組執事小組執事小組執事小組 

24(一一一一) 中小學傑生頒獎禮中小學傑生頒獎禮中小學傑生頒獎禮中小學傑生頒獎禮 傑生傑生傑生傑生 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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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六六六六) 新界區賣旗籌款新界區賣旗籌款新界區賣旗籌款新界區賣旗籌款 所有人仕所有人仕所有人仕所有人仕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五五五五

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 主日學導師基礎訓練主日學導師基礎訓練主日學導師基礎訓練主日學導師基礎訓練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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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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4 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 3/4 

4/4 5/4 6/4 7/4 8/4 9/4 10/4 

11/4 12/4 13/4 14/4 譚順譚順譚順譚順保保保保 15/4 16/4 陳永安陳永安陳永安陳永安 17/4 陳家群陳家群陳家群陳家群 

    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 

18/4 19/4 廖淑英廖淑英廖淑英廖淑英 20/4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陳少梅陳少梅陳少梅陳少梅 

21/4 鄺翠霞鄺翠霞鄺翠霞鄺翠霞 22/4 23/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24/4  

25/4 26/4 黃黃黃黃 仙仙仙仙 27/4 28/4 29/4 30/4 1/5 

2/5*張張張張  海海海海 3/5 4/5 5/5 6/5 周佩君周佩君周佩君周佩君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7/5 8/5 

9/5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10/5 11/5 鍾麗珠鍾麗珠鍾麗珠鍾麗珠 12/5 13/5 14/5 15/5 鄭瑞芬鄭瑞芬鄭瑞芬鄭瑞芬 

16/5 17/5 18/5*蔡芊庭蔡芊庭蔡芊庭蔡芊庭 19/5 20/5 21/5*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 22/5 陳二女陳二女陳二女陳二女 

23/5 24/5*李以琳李以琳李以琳李以琳 25/5  26/5 27/5 28/5 29/5 

30/5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31/5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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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九日五月廿九日五月廿九日五月廿九日 合團寶劍練習合團寶劍練習合團寶劍練習合團寶劍練習 
 

日期: 2010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３：００－５：００ 

地點: 禾信六樓 

經卷內容:: 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及歌羅西書 (共 20 章) 

 

**當天並設分組讀經分享時間，請帶備個人聖經，歡迎肢體就著本年度的個人自訂讀經

計劃，作簡單讀經心得分享。不覺間，二零一零年已經踏入第二季了，你的

讀經計劃開始了沒有？ 
 

海外宣教部主辦海外宣教部主辦海外宣教部主辦海外宣教部主辦 短宣活動短宣活動短宣活動短宣活動 
 

本年度暑期短宣尚餘少量名額！！ 

 

1. 泰國親子短宣探訪七天團  

  日期： 2010 年 8 月 4 日-8 月 10 日 

2. 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 

  日期： 2010 年 7 月 19 日-7 月 27 日 

3. 英文（金邊 / 鄉村）教學體驗團 

  日期： 2010 年 8 月 7 日-8 月 13 日     

 

本會宣教本會宣教本會宣教本會宣教 工場代禱事項工場代禱事項工場代禱事項工場代禱事項 
 

請為泰國曼谷及東北工場代禱 

1. 為泰國局勢禱告。 

2. 為匯恩堂在缺少傳道人的境況下，肢體們繼續仰望上帝的恩領祈禱。 

3. 為泰國信義會會員大會的順利進行及成員往返的平安祈禱。 

 

請為柬埔寨金邊工場代禱 

1. 金邊信義中心正進行註冊事宜，求主賜過程順利。 

2. 現正物色本地發展事工，求主預備，並讓負責人能體察主心意作適當決定。 

  

請為斐濟工場代禱 

1.現時牧者因進修緣故不在教會，求主堅固斐濟信徒的信心，不為惡者攪擾。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7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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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79 89 94 --- 89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95 --- 12 --- --- 54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19 16 17 19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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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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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0 12 12 --- 12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4 7 7 7 --- 6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1 3 4 4 --- 3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6 12 --- 9 --- 9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5 5 6 5 --- 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 8 --- 8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5 6 10 --- 7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7 48 46 49 53 49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6 11 12 ---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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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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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24/4 1/5 8/5 15/5 22/5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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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輕輕鬆鬆輕輕鬆鬆輕輕鬆鬆輕輕鬆鬆

學真理學真理學真理學真理(二二二二) 
遊戲週遊戲週遊戲週遊戲週 神袐週神袐週神袐週神袐週 探訪探訪探訪探訪 逐格鬥逐格鬥逐格鬥逐格鬥 

合團寳合團寳合團寳合團寳 

劍練習劍練習劍練習劍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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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遊樂郊遊樂郊遊樂郊遊樂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火火月力火火月力火火月力火火月力 聖性相識聖性相識聖性相識聖性相識 前奏前奏前奏前奏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合團寳合團寳合團寳合團寳 

劍練習劍練習劍練習劍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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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球壁球壁球壁球 
探討核心探討核心探討核心探討核心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I 
電影分享電影分享電影分享電影分享 

探討核心探討核心探討核心探討核心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II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合團寳合團寳合團寳合團寳 

劍練習劍練習劍練習劍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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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核心核心核心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I 

核心核心核心核心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II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認認認認

識其他宗識其他宗識其他宗識其他宗

教教教教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合團寳合團寳合團寳合團寳 

劍練習劍練習劍練習劍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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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愛筵暨愛筵暨愛筵暨愛筵暨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25/4) 

恩海恩海恩海恩海 

浮沉錄浮沉錄浮沉錄浮沉錄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 家訪家訪家訪家訪(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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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城市論壇城市論壇城市論壇城市論壇 

(25/4) 
--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14/2)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1/5) 

理財之道理財之道理財之道理財之道

(23/5)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8/4 25/4 2/5 9/5 16/5 23/5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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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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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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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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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信徒信信徒信信徒信信徒信 

仰生活仰生活仰生活仰生活 
--- 

肢體靈肢體靈肢體靈肢體靈 

命追求命追求命追求命追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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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21/4 28/4 5/5 12/5 19/5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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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1:0
0 

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 

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

女王的債女王的債女王的債女王的債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三三三三)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齊齊齊齊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詩詩詩詩

106:6, 

雅雅雅雅 4:17) 

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

(四四四四) 

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 

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 

挪亞方舟挪亞方舟挪亞方舟挪亞方舟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四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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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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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四四四四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五五五五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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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25/4 2/5 9/5 16/5 23/5 30/5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白白白白)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紅紅紅紅) 

三一主日三一主日三一主日三一主日
(白白白白)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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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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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戴伍笑艷戴伍笑艷戴伍笑艷戴伍笑艷 

師母師母師母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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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冼杞烈校長冼杞烈校長冼杞烈校長冼杞烈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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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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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徒徒徒徒 9:1-6, 

(7-20) 

啟啟啟啟 5:11-14 

約約約約 21:1-19 

徒徒徒徒 9:36-43 

啟啟啟啟 7:9-17 

約約約約 10:22-30 

徒徒徒徒 11:1-18 

啟啟啟啟 21:1-6 

約約約約 13:31-35 

徒徒徒徒 16:9-15 

啟啟啟啟 21:10,22 

-22:5 

約約約約 14:23-29 

徒徒徒徒 16:16-34 

啟啟啟啟 22:12-14, 

16-17,20-21 

約約約約 17:20-26 

徒徒徒徒 2:1-21 

羅羅羅羅 8:14-17 

約約約約 14:8-17, 

(25-27) 

箴箴箴箴 8:1-4, 

22-31 

羅羅羅羅 5:1-5 

約約約約 16:12-15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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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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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連連連連珮珮珮珮瑩瑩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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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連王美連王美連王美連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 --- 張靜張靜張靜張靜 ---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 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趙沛趙沛趙沛趙沛陽陽陽陽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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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依梁依梁依梁依廷廷廷廷(聖聖聖聖)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後後後後)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地地地地)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聖聖聖聖)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後後後後)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地地地地)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聖聖聖聖)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後後後後)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地地地地)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聖聖聖聖))))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後後後後))))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地地地地))))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聖聖聖聖)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後後後後)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地地地地)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聖聖聖聖)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後後後後)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地地地地)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聖聖聖聖)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後後後後) 

連連連連珮珮珮珮瑩瑩瑩瑩(地地地地)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6,326, 

325,477 

51,443,359,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5,438 

24,217 

493,497 

208,531, 

我的平安我的平安我的平安我的平安,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7,456 

334,416, 

490,492 

181,178,435,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9,224 

6,67,  

454,227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佳佳佳佳 7,佳兒佳兒佳兒佳兒 86, 

佳佳佳佳 127 
--- 

佳佳佳佳 7,佳兒佳兒佳兒佳兒 131, 

佳佳佳佳 127 
--- 

佳佳佳佳 7, 佳佳佳佳 12 

佳佳佳佳 127 
--- 

小小小小 11,佳兒佳兒佳兒佳兒

49,小小小小 25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黃鳯霞黃鳯霞黃鳯霞黃鳯霞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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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月月月月)、、、、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五五五五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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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月月月月)、、、、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五五五五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