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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沐沐沐    

  恩恩恩恩   

     月月月月     

         刊刊刊刊 

 

感謝主! 求主引領！ 
 鄭赋然弟兄 

（本堂教友）  

 

  早前，有很多弟兄姊妹都發覺我少了在崇拜中出現，他們

說在崇拜後聽不到我的聲音，靜了很多呢!而我確實比以往少

了點回來，因為我在年半前，辭去主要需要在國內辦公的工

作；而在這段日子裡，我需處理自己在國內的小生意及間中幫

朋友做工，賺點收入，直至今年才想再找新工作。在這段較長

的休息期間，感謝主！讓我有很多反省，包括自己的工作方

向，及在信仰上的一些經歷，現與你們分享其中較特別的。 

 

    本來辭工後，應有更多時間運用及更多在教會中出現才

是，但我個人卻發生了一些變化，令我有一段時間不想返教

會，連我自己也想不到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在

沐恩堂已有二十多個寒暑，在信仰上應較別人扎根才是，但在

事奉上卻起了變化。我開始埋怨一些肢體的做法和我不配合，

討論事情又草率，若由他們來帶領教會成長的話，主會喜悅嗎?

這些困擾不斷在我心中緊纒住，所以不想去面對，因此也不想

返回教會。我本來是很喜歡和別人分享的，但那時肢體關心

我，我會借詞拒絶，還會說一些很令人傷心的話； 也有一些

較熟悉我的肢體來問我發生何事，我也是埋怨多於理性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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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告知他們我沒事，但心中卻不是這回事，只有自己的想法，

並不理會他們給我的意見和解釋， 彷如另一個人似的，總是

想逃避，連禱告也不想，好像潛了水一樣。 

 

    至於太太方面，她不時也會提醒我，並暗示給我知道這是

不健康的，但她又不敢直言，因她知我的性格，不想煩我太多。

感謝主!祂讓我重新思想起來，我開始向主禱告、認罪，求祂

引領我，讓我可以再次投進祂的懷抱，原諒我的過錯；加上在

3月中張玉文博士當天的信息，令我有更多的反省呢!之後，我

開始聯絡那些曾想關心我，卻遭我冷語對待的肢體道歉；又再

找一些較熟的肢體分享及分擔；感謝主！讓我重新振作。 

 

    我一直以為這些事情不會發生在我身上，但魔鬼卻把握這

時機，侵入我的心靈深處。幸好我們有主耶穌基督，祂不但沒

有離開我，還一直保護我，並派了很多天使在我身邊支持我

呢！我知道正在事奉的弟兄姊妹也可能發生過類似的事情，你

們也曾經軟弱無力，沒有人認同及分擔，有時還會想是否只有

自己孤身走路，没有同路人……… 

 

    在林前 10:13 曾這樣說：上帝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

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深願我的信仰經歷能給你多一點的支持！

我也願意為有需要的肢體禱告，並為你們守望。有機會再分享

吧！  

 

   哈利路亞！感謝主！願榮耀頌讚都歸給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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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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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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83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1 人人人人；；；；領領領領

餐人數平均為餐人數平均為餐人數平均為餐人數平均為 78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9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9 人人人人。。。。 

2. 本堂之差傳本堂之差傳本堂之差傳本堂之差傳、、、、慈惠慈惠慈惠慈惠、、、、發發發發展展展展、、、、培訓章則因應需要培訓章則因應需要培訓章則因應需要培訓章則因應需要而有而有而有而有所修改所修改所修改所修改，，，，有關資料已有關資料已有關資料已有關資料已

上載教會網頁中上載教會網頁中上載教會網頁中上載教會網頁中，，，，請肢體預先瀏請肢體預先瀏請肢體預先瀏請肢體預先瀏覽覽覽覽，，，，以以以以便便便便於於於於 16/516/516/516/5 之臨時教友大會中商討之臨時教友大會中商討之臨時教友大會中商討之臨時教友大會中商討

及通過及通過及通過及通過。。。。 

3. 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 2010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16 日召開臨時教友大會日召開臨時教友大會日召開臨時教友大會日召開臨時教友大會，，，，商討有關遷堂裝修事宜商討有關遷堂裝修事宜商討有關遷堂裝修事宜商討有關遷堂裝修事宜

及本堂各基金章則之修改及本堂各基金章則之修改及本堂各基金章則之修改及本堂各基金章則之修改，，，，請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教友預留時間出席。。。。 

4. 本堂之關顧部本堂之關顧部本堂之關顧部本堂之關顧部定定定定於於於於 23/5 崇拜後舉行崇拜後舉行崇拜後舉行崇拜後舉行「「「「新朋友聚新朋友聚新朋友聚新朋友聚會會會會」」」」，，，，主要是歡迎近半年主要是歡迎近半年主要是歡迎近半年主要是歡迎近半年

參加教會聚會的新朋友並介紹教會參加教會聚會的新朋友並介紹教會參加教會聚會的新朋友並介紹教會參加教會聚會的新朋友並介紹教會，，，，關顧部需肢體協助接待及其他事關顧部需肢體協助接待及其他事關顧部需肢體協助接待及其他事關顧部需肢體協助接待及其他事

宜宜宜宜，，，，請與廖淑卿執事聯絡請與廖淑卿執事聯絡請與廖淑卿執事聯絡請與廖淑卿執事聯絡。。。。 

5.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信徒培育部定於信徒培育部定於信徒培育部定於信徒培育部定於 16/5 及及及及 30/5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00-5:00pm 分別假分別假分別假分別假主恩堂及元朗主恩堂及元朗主恩堂及元朗主恩堂及元朗

生命堂舉辦生命堂舉辦生命堂舉辦生命堂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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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歡迎對主日學有心志事奉之歡迎對主日學有心志事奉之歡迎對主日學有心志事奉之歡迎對主日學有心志事奉之

肢體參加肢體參加肢體參加肢體參加。。。。 

6. 本會恩頤居已正式啟用本會恩頤居已正式啟用本會恩頤居已正式啟用本會恩頤居已正式啟用，，，，提供住宿提供住宿提供住宿提供住宿，，，，暫住暫住暫住暫住，，，，日托日托日托日托，，，，日間護理等服務日間護理等服務日間護理等服務日間護理等服務，，，，本本本本

會教友可獲九五折優惠會教友可獲九五折優惠會教友可獲九五折優惠會教友可獲九五折優惠，，，，詳情可瀏覽詳情可瀏覽詳情可瀏覽詳情可瀏覽

http://www.elchk.org.hk/grace_court /grace_court.htm 

7. 本堂三位同工將於本堂三位同工將於本堂三位同工將於本堂三位同工將於 18181818/5/5/5/5----20/520/520/520/5 參加本會舉辦參加本會舉辦參加本會舉辦參加本會舉辦之教牧同工進之教牧同工進之教牧同工進之教牧同工進修修修修營營營營，，，，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網網網網

絡世界絡世界絡世界絡世界的牧養的牧養的牧養的牧養」」」」。。。。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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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心臟病於因心臟病於因心臟病於因心臟病於 10/4 下午離世下午離世下午離世下午離世，，，，喪禮將於喪禮將於喪禮將於喪禮將於 9/5

及及及及 10/5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求上帝安慰其家人求上帝安慰其家人求上帝安慰其家人求上帝安慰其家人。。。。 

2. 周新喜婆婆頸部之腫塊經掃描後証實為血泡周新喜婆婆頸部之腫塊經掃描後証實為血泡周新喜婆婆頸部之腫塊經掃描後証實為血泡周新喜婆婆頸部之腫塊經掃描後証實為血泡，，，，稍後會消散的稍後會消散的稍後會消散的稍後會消散的。。。。 

3. 余美歡婆婆右腳痺痛余美歡婆婆右腳痺痛余美歡婆婆右腳痺痛余美歡婆婆右腳痺痛，，，，將安排檢查將安排檢查將安排檢查將安排檢查，，，，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4. 黃仙婆婆黃仙婆婆黃仙婆婆黃仙婆婆早前因肺炎早前因肺炎早前因肺炎早前因肺炎入院入院入院入院，，，，現現現現已已已已康復出康復出康復出康復出院院院院，，，，在家休養在家休養在家休養在家休養。。。。 

5. 提摩太團友彭采瑜姊妹因母提摩太團友彭采瑜姊妹因母提摩太團友彭采瑜姊妹因母提摩太團友彭采瑜姊妹因母親患病從上海回港探望親患病從上海回港探望親患病從上海回港探望親患病從上海回港探望，，，，現母親病情現母親病情現母親病情現母親病情穩穩穩穩定定定定，，，，

采瑜姊妹已於采瑜姊妹已於采瑜姊妹已於采瑜姊妹已於 1/5 返回上海繼續其半年之交流學習返回上海繼續其半年之交流學習返回上海繼續其半年之交流學習返回上海繼續其半年之交流學習。。。。 



4 

6. 袁杏芬婆婆洗禮後欲更專一敬拜上帝袁杏芬婆婆洗禮後欲更專一敬拜上帝袁杏芬婆婆洗禮後欲更專一敬拜上帝袁杏芬婆婆洗禮後欲更專一敬拜上帝，，，，教會已於教會已於教會已於教會已於 17/4 為她為她為她為她拆去其家中一拆去其家中一拆去其家中一拆去其家中一

切偶切偶切偶切偶像像像像，，，，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求上求上求上求上帝堅立她信靠的心帝堅立她信靠的心帝堅立她信靠的心帝堅立她信靠的心。。。。 

7. 黃黃黃黃力之弟兄與黃詠琪姊妹將於力之弟兄與黃詠琪姊妹將於力之弟兄與黃詠琪姊妹將於力之弟兄與黃詠琪姊妹將於 2010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19 日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婚日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婚日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婚日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婚

禮禮禮禮，，，，求上帝賜福他們求上帝賜福他們求上帝賜福他們求上帝賜福他們，，，，並帶領其籌備婚禮的工作並帶領其籌備婚禮的工作並帶領其籌備婚禮的工作並帶領其籌備婚禮的工作。。。。 

三三三三.    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主前代禱 

1. 為為為為本堂肢體的屬靈生命及信仰生活本堂肢體的屬靈生命及信仰生活本堂肢體的屬靈生命及信仰生活本堂肢體的屬靈生命及信仰生活代禱代禱代禱代禱守望守望守望守望。。。。 

2. 為本為本為本為本堂正進行之尋找教會核心價值探討堂正進行之尋找教會核心價值探討堂正進行之尋找教會核心價值探討堂正進行之尋找教會核心價值探討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3. 為為為為堂堂堂堂校搬遷校搬遷校搬遷校搬遷，，，，裝修裝修裝修裝修，，，，經費等事宜禱告經費等事宜禱告經費等事宜禱告經費等事宜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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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為為為世界經濟世界經濟世界經濟世界經濟，，，，政治政治政治政治，，，，民生融和禱告民生融和禱告民生融和禱告民生融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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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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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2/6*潘曉嵐潘曉嵐潘曉嵐潘曉嵐 3/6 4/6 5/6 

6/6 7/6 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 8/6 9/6 10/6 11/6 12/6 

13/6*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 14/6 15/6 16/6 呂惠莉呂惠莉呂惠莉呂惠莉 17/6 18/6 陳巧銀陳巧銀陳巧銀陳巧銀 19/6 溫秉堯溫秉堯溫秉堯溫秉堯 

20/6 21/6 22/6 23/6 24/6 25/6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26/6 

27/6 28/6 29/6 30/6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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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年年年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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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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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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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日日日) 「「「「新朋友聚會新朋友聚會新朋友聚會新朋友聚會」」」」 新朋友新朋友新朋友新朋友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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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六六六六) 合團寳劍練習合團寳劍練習合團寳劍練習合團寳劍練習 團友團友團友團友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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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同工學習時段同工學習時段同工學習時段同工學習時段,講講講講

道學習坊道學習坊道學習坊道學習坊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5(六六六六) 5/6,19/6「「「「簡易三福簡易三福簡易三福簡易三福」」」」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 團友團友團友團友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8(二二二二) 信義宗教牧同工聯禱會信義宗教牧同工聯禱會信義宗教牧同工聯禱會信義宗教牧同工聯禱會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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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日日日) 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20/6及及及及 27/6)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24(四四四四) 24-26/6聖樂營聖樂營聖樂營聖樂營 
主禮主禮主禮主禮、、、、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長長長長、、、、詩班指詩班指詩班指詩班指揮揮揮揮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5(五五五五) 
恩愛夫婦同樂聚恩愛夫婦同樂聚恩愛夫婦同樂聚恩愛夫婦同樂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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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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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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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六月份六月份六月份 佈道工具學習佈道工具學習佈道工具學習佈道工具學習 

本堂於六月五、十九兩日將舉辦「簡易三福」訓練課程，讓弟兄姊妹在實踐傳福音的使

命上，多添一份裝備。請留意下列資料，並預留時間參與： 

日期：2010 年 6 月 5，19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6:00 

地點：沐恩堂 

講員：李鴻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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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曼谷)教學短宣隊 

日期： 2010 年 7 月 19-27 日 

目標：於曼谷樂施堂(Laksi)附近的 Krid 大學，以普通話教學，服侍當地大學生。 

對象：現尚欠兩名有經驗普通話老師。 

查詢：歡迎致電 23885847 聯絡本會海外宣教部陳牧師 

柬埔寨英文（金邊 / 鄉村）教學體驗團 

日期： 2010 年 8 月 7 日-8 月 13 日 

對象：需懂英文或普通話，具英文、商科教學經驗更佳。 

查詢：歡迎致電 23885847 聯絡本會海外宣教部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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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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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泰國局勢早日回復穩定禱告。 

2. 為 Home Of Grace 內的母親及嬰兒健康禱告。 

3. 為歐陽雪玲姑娘右手掌心縫針後復原禱告。 

請為柬埔寨金邊工場代禱 

1. 現正物色土地發展聖工。求主賜智慧，讓負責同工能察驗主的心意，作適當的決定。 

請為斐濟工場代禱 

1. 為曾國輝牧師夫婦在紐西蘭的進修，及三位女兒各人的生活穩妥代禱。 

2. 為斐濟教會中承擔起牧養、運作重擔的信徒領袖的靈性、心力和平安祈禱。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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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92 106 101 --- 10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16 --- 10 --- --- 63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 --- 13 19 --- 16 

中中中中學級學級學級學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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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9 --- 10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 4 11 10 --- 8 

彼彼彼彼得團契得團契得團契得團契 
--- 

3 1 9 --- 4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 

10 7 8 --- 8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 

5 7 5 --- 6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6 --- --- 9 --- 8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4 4 10 --- 6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3 52 53 56 --- 54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0 9 11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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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園地 

                          暫別陳情暫別陳情暫別陳情暫別陳情              李紹強,林翠蘭 

保羅教導  愛惜光陰 

岳飛有云  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 

       白了少年頭  空悲切! 

 

今天暫別  尋求重新  別無其他  不要猜測  不要論斷 

去年冬年  短宣之行  南京路上  萬萬靈魂  心有所感   

過去幾年  末世景象  一一眼前  天災人禍  苦難年年   

年過四十  光陰似箭  年日無多  時刻寶貴  十年難求   

反思半生  慢路一條  果子不多  靈命脆弱  事奉十年   

身心疲累  迷失方向  長此下去  白費主恩  痛定思痛   

展望向前  尋求更新  不容有失  破釜沉舟  邁步向前   

異象引領  從新開始! 

生命重整  唯獨聖經  全程投入  更新變化  重新得力   

展翅上騰  重生生命  唯獨基督  救恩道路  唯獨信心   

豐盛生命  唯獨恩典  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  唯獨榮耀   

全歸真神! 

 

種田為喻  聊表心聲： 

            手插青秧種福田    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淨盡方謂道    後退原來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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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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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22/5 29/5 5/6 12/6 19/6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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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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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週差傳週差傳週差傳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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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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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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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htube 歡迎你歡迎你歡迎你歡迎你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4-6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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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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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易三福簡易三福簡易三福簡易三福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6 時時時時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簡易三福簡易三福簡易三福簡易三福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6 時時時時 
白石白石白石白石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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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認識其他認識其他認識其他認識其他

宗教宗教宗教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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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易三福簡易三福簡易三福簡易三福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6 時時時時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簡易三福簡易三福簡易三福簡易三福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6 時時時時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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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訪家訪家訪家訪 

(23/5 日日日日) 
--- 

神話的託神話的託神話的託神話的託

付付付付(6/6 日日日日)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信信信信

仰仰仰仰 Q&A 

(27/6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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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14/5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1/5 五五五五) 

理財之道理財之道理財之道理財之道

(23/5 日日日日)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11/6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8/6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7/6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9/5 26/5 2/6 9/6 16/6 23/6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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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四四四四) 
粵曲粵曲粵曲粵曲、、、、詩詩詩詩

歌齊齊唱歌齊齊唱歌齊齊唱歌齊齊唱 

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 

(五五五五) 

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 

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 

花花花花蝴蝶蝴蝶蝴蝶蝴蝶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端午節端午節端午節端午節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五五五五)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四至六月四至六月四至六月四至六月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6/5 23/5 30/5 6/6 13/6 20/6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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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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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 

 
--- 

禾信禾信禾信禾信 

福音營福音營福音營福音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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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五五五五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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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主主日日日日 16/5 23/5 30/5 6/6 13/6 20/6 27/6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七主日第七主日第七主日第七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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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 

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 

(綠綠綠綠)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 

領領領領

會會會會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 --- ---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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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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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瑞東先生鄧瑞東先生鄧瑞東先生鄧瑞東先生 翟浩泉牧師翟浩泉牧師翟浩泉牧師翟浩泉牧師 

講講講講

員員員員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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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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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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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黃鳯霞黃鳯霞黃鳯霞黃鳯霞 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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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王上王上王上 17:17-24 

加加加加 1:11-24 

路路路路 7:11-17 

撒下撒下撒下撒下 11:26 

-12:10,13-15 

加加加加 2:15-21 

路路路路 7:36-8:3 

賽賽賽賽 65:1-9 

加加加加 3:23-29 

路路路路 8:26-39 

王上王上王上王上 19:15-16, 

19-21 

加加加加 5:1,13-25 

路路路路 9:51-62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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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李恩李恩李恩李恩諾諾諾諾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趙沛趙沛趙沛趙沛晴晴晴晴 --- --- ---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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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司司司司

獻獻獻獻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 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 張海張海張海張海 --- ---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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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 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聖聖聖聖)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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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地地地地)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聖聖聖聖)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後後後後)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地地地地)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聖聖聖聖)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後後後後)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地地地地)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聖聖聖聖)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後後後後)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地地地地)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聖聖聖聖)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後後後後)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地地地地)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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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9, 

362,223 

206,348,319,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7,411 

21,506, 

309,498 

67,325,408,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4,308 
詩詩詩詩

歌歌歌歌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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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 12,佳佳佳佳 99, 

小小小小 31 
--- ---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黃鳯霞黃鳯霞黃鳯霞黃鳯霞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 ---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五五五五月月月月)、、、、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六六六六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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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五五五五月月月月)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六六六六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