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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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別離說別離說別離說別離＞         方克信教師 

(本堂同工) 

 

    我默默地整理好行裝，緩緩步出這扇綠色的大閘。我知道

其餘一箱一箱的文件、雜物都已經比我早一步到達禾輋的另一

角落了。此刻驀然回首，看看這座自己曾經處身其中接近七年

的大樓，我不禁停下腳步，腦海裡想著，想著‧‧‧‧ 

 

我記得每個主日，在六樓等候著與眾弟兄姊妹一同預備崇

拜上帝的日子──因著得見每一張熟悉的面孔而欣喜，因著看

到每個事奉人員盡責、投入而感恩；為著有肢體因病患、重擔

的緣故不在席間而心感掛念，為著目睹家主的筵席凋零，舉目

始終未見你的身影而心中慽慽！ 

 

    我又想起在舉行戶外崇拜、大旅行等活動時，肢體們在有

蓋操場內忙於打點物資、召集參加者，然後一行人浩浩蕩蕩的

經過球場，登上旅遊車，乘興而往，盡興而歸的日子。我看見

事奉者的行列中有你，雖然你沿途奔波勞碌，過程中呼喊得聲

嘶力竭，膚色由劉備變為關羽，再而化身張飛，但在檢討、回

顧時，你總能察覺到主豐足的恩典和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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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記得每逢週末，不同的團契或同時、或接踵進行。有時

候，由於安排上的誤會，兩個團契需要使用同一個場地。我從

未因此聽到大家會（認真地）彼此埋怨，或堅持不肯罷休。感

謝主賜予肢體們有謙讓的心。此外，週末可算是二樓辦公室最

多訪客的一天，因為常聽到有肢體說「對不起，我今天負責團

契領詩，但忘了把詩歌印出來，可否借用電腦‧‧‧」情況雖

然不值得鼓勵，但我們畢竟都是在錯誤堆之中成長的，只是─

─你不必老是把「手指」留給我吧！ 

 

    還有在清心閣、沐恩花園內肢體透露心中的鬱結，彼此的

代禱；在球場上水戰的「慘狀」，互相的「追擊」，這些畫面都

歷歷在目。這些年間，既有肢體在這兒宣佈共偕連理，也有嬰

孩出生並以這裡為他「留下足印」的第一所教會，更有許多肢

體在禮堂裡受洗歸入基督，也有肢體在這段日子行完他一生的

路程。這一切的點滴，都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頁頁篇章。 

 

    在近半年以來，我眼見一群肢體為著「搬新居」一事，四

出的張羅搜索，費寢忘餐的開會再開會，電郵復電郵，更改又

更改。縱是疲乏累倒，身邊其他的人與事都叫他們透不過氣，

但仍沒有絲毫鬆懈。這些都顯出「領袖的委身、僕人的服侍」，

我更深信他們背後必有同行者如你的代禱支持著。主看著、聽

著，必會一一記念。 

 

    是上帝充滿恩典的帶領，又賜予這群肢體，使我能一步一

步的朝著新居前行。在那兒，上帝仍是喜悅賜福、與人同在的

上帝。惟願在那兒也能與你結伴同行！讓我先約定你，明年在

新居裡，慶祝我廿五歲的生辰，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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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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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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6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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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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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人人人人。。。。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為短宣之信心認獻為港幣為短宣之信心認獻為港幣為短宣之信心認獻為港幣為短宣之信心認獻為港幣$37642，，，，而潔皿姊妹亦將於本年而潔皿姊妹亦將於本年而潔皿姊妹亦將於本年而潔皿姊妹亦將於本年 8 月中旬前往月中旬前往月中旬前往月中旬前往

創啟地區宣教一年創啟地區宣教一年創啟地區宣教一年創啟地區宣教一年，，，，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3. 新堂裝修工程已於七月初開展新堂裝修工程已於七月初開展新堂裝修工程已於七月初開展新堂裝修工程已於七月初開展，，，，盼望能趕及七月底完工盼望能趕及七月底完工盼望能趕及七月底完工盼望能趕及七月底完工，，，，以配合學校於八月以配合學校於八月以配合學校於八月以配合學校於八月

初之搬遷初之搬遷初之搬遷初之搬遷，，，，請肢體為裝修工程順利進行切切禱告請肢體為裝修工程順利進行切切禱告請肢體為裝修工程順利進行切切禱告請肢體為裝修工程順利進行切切禱告。。。。 

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10 年度執事提名委員會名單為温家浩年度執事提名委員會名單為温家浩年度執事提名委員會名單為温家浩年度執事提名委員會名單為温家浩，，，，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及吳及吳及吳及吳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而今而今而今而今年年年年屆屆屆屆滿的執事有廖淑卿滿的執事有廖淑卿滿的執事有廖淑卿滿的執事有廖淑卿，，，，楊寶蓮及何俊威楊寶蓮及何俊威楊寶蓮及何俊威楊寶蓮及何俊威。。。。 

5.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將於本年將於本年將於本年將於本年 9 月於禾信開辦學生團契月於禾信開辦學生團契月於禾信開辦學生團契月於禾信開辦學生團契，，，，現正籌備中現正籌備中現正籌備中現正籌備中，，，，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6.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信徒培育部與青少年部定於信徒培育部與青少年部定於信徒培育部與青少年部定於信徒培育部與青少年部定於 2-3/10 舉行奮興營舉行奮興營舉行奮興營舉行奮興營，，，，是次營會將研讀以賽亞是次營會將研讀以賽亞是次營會將研讀以賽亞是次營會將研讀以賽亞

書書書書 1-39 章章章章，，，，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18-40 歲信徒參加歲信徒參加歲信徒參加歲信徒參加，，，，費用每位費用每位費用每位費用每位$650，，，，17/8 前報名前報名前報名前報名$450，，，，30/8

截止執名截止執名截止執名截止執名。。。。 

7.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青少年部定於青少年部定於青少年部定於青少年部定於 16/10 舉辦運動會舉辦運動會舉辦運動會舉辦運動會，，，，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12 歲以上信徒參加歲以上信徒參加歲以上信徒參加歲以上信徒參加，，，，截止截止截止截止報報報報名日名日名日名日

期為期為期為期為 30/8，，，，詳情看海報詳情看海報詳情看海報詳情看海報。。。。 

8. 第第第第 82 屆屆屆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將於港九培靈研經會將於港九培靈研經會將於港九培靈研經會將於 1-10/8 假九龍城浸信會舉行假九龍城浸信會舉行假九龍城浸信會舉行假九龍城浸信會舉行。。。。早堂研經會講員為早堂研經會講員為早堂研經會講員為早堂研經會講員為

余達心牧師余達心牧師余達心牧師余達心牧師，，，，主題主題主題主題:浩瀚的救恩浩瀚的救恩浩瀚的救恩浩瀚的救恩，，，，大能的子民大能的子民大能的子民大能的子民，，，，午堂講道會午堂講道會午堂講道會午堂講道會為陳世協牧師為陳世協牧師為陳世協牧師為陳世協牧師，，，，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晩堂奮興會講員為樓恩德牧師晩堂奮興會講員為樓恩德牧師晩堂奮興會講員為樓恩德牧師晩堂奮興會講員為樓恩德牧師，，，，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天國近了天國近了天國近了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你們應當悔改你們應當悔改你們應當悔改，，，，

詳情請看宣傳海報詳情請看宣傳海報詳情請看宣傳海報詳情請看宣傳海報。。。。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林國豪弟兄從美國致電回港問候各位肢體林國豪弟兄從美國致電回港問候各位肢體林國豪弟兄從美國致電回港問候各位肢體林國豪弟兄從美國致電回港問候各位肢體，，，，他將於七月中旬回港他將於七月中旬回港他將於七月中旬回港他將於七月中旬回港。。。。 

2. 林林林林幗幗幗幗姿姊妹於姿姊妹於姿姊妹於姿姊妹於 11/6 從美國回港探親從美國回港探親從美國回港探親從美國回港探親，，，，稍後將返回美國完成學業稍後將返回美國完成學業稍後將返回美國完成學業稍後將返回美國完成學業。。。。 

3. 温温温温秉秉秉秉堯伯伯堯伯伯堯伯伯堯伯伯，，，，黎英婆婆分別消減了很多黎英婆婆分別消減了很多黎英婆婆分別消減了很多黎英婆婆分別消減了很多，，，，氣力也差氣力也差氣力也差氣力也差，，，，請在禱告記念請在禱告記念請在禱告記念請在禱告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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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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之裝修工程及之裝修工程及之裝修工程及之裝修工程及 8 月初之堂校搬遷安排月初之堂校搬遷安排月初之堂校搬遷安排月初之堂校搬遷安排。。。。 

2. 為為為為福音營後之跟進栽培福音營後之跟進栽培福音營後之跟進栽培福音營後之跟進栽培。。。。 

3. 為為為為中五會考於中五會考於中五會考於中五會考於八八八八月月月月四日四日四日四日放榜放榜放榜放榜，，，，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黃黃黃黃家俊家俊家俊家俊皆為今年會考生皆為今年會考生皆為今年會考生皆為今年會考生。。。。 

4. 為老弱及年幼肢體的身體健康代禱為老弱及年幼肢體的身體健康代禱為老弱及年幼肢體的身體健康代禱為老弱及年幼肢體的身體健康代禱。。。。 

5. 為教會遷堂後人手調配為教會遷堂後人手調配為教會遷堂後人手調配為教會遷堂後人手調配，，，，聖工安聖工安聖工安聖工安排等禱告排等禱告排等禱告排等禱告。。。。 

 

2010 年年年年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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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校董校董校董校董,校長培訓校長培訓校長培訓校長培訓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 /儲備校儲備校儲備校儲備校

董董董董，，，，屬校中屬校中屬校中屬校中，，，，

小小小小，，，，幼校長幼校長幼校長幼校長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8(日日日日) 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 教友教友教友教友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19(一一一一) 19-27 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七七七七

月月月月 

28(三三三三) 司琴訓練班司琴訓練班司琴訓練班司琴訓練班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3(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 全體教牧全體教牧全體教牧全體教牧

同工同工同工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3(二二二二) 同工學習時段同工學習時段同工學習時段同工學習時段 全體教牧全體教牧全體教牧全體教牧

同工同工同工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3(二二二二) 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 全體教牧全體教牧全體教牧全體教牧

同工同工同工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4(三三三三)  4-10/8 泰國親子七天探訪體泰國親子七天探訪體泰國親子七天探訪體泰國親子七天探訪體

驗團驗團驗團驗團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4(三三三三) 4,11,18/8 司琴訓練班司琴訓練班司琴訓練班司琴訓練班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7(六六六六) 7-13/8 柬埔寨短宣七天教學柬埔寨短宣七天教學柬埔寨短宣七天教學柬埔寨短宣七天教學

體驗團體驗團體驗團體驗團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總辦海外宣教總辦海外宣教總辦海外宣教總辦海外宣教

部部部部 

八八八八

月月月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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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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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7 3/7 

4/7 5/7 6/7 

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 

7/7 8/7 9/7 10/7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 

11/7 

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 

12/7 13/7 14/7 15/7 

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 

16/7 17/7 

18/7 19/7 

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 

20/7 

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 

21/7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22/7 

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 

23/7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詹振強詹振強詹振強詹振強 

24/7 

廖鳳弟廖鳳弟廖鳳弟廖鳳弟 

25/7 26/7 

*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27/7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劉劉劉劉  枝枝枝枝 

28/7 

*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 

29/7 30/7 31/7 

1/8 
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 
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 

2/8 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 3/8 4/8 
 

5/8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6/8 7/8 

8/8 9/8 10/8 
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 

11/8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12/8 13/8 14/8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15/8*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 16/8 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 17/8 
 

18/8 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 19/8 20/8 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 21/8 

22/8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 23/8 
*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 

24/8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25/8 
 

26/8 27/8 28/8 

29/8 30/8 31/8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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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温馨提示 

二零一零年已經過了一半，若你在年初有為自己訂下讀經計劃讀經計劃讀經計劃讀經計劃，或

選定了分享福音分享福音分享福音分享福音的對象，盼你能把握下半年的光陰。 
 

B. 活動推介 

七月十八日七月十八日七月十八日七月十八日乃是本堂今年第二次的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於當天主日崇拜

後，在六樓禮堂進行，並可望於下午三時正完畢。是次主題為

「大衛」，大會將提供簡單飽點、食水。敬請積極參與，全體

一起讀聖經。 
 

C. 差傳資訊 

請為「潔皿」姊妹八月啓程前往創啟地區短宣各方面安排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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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工場的同工病倒，求主賜他們強壯的身體。 
2.北部地區乾旱嚴重，估計稻米將失收，求主賜雨水和幫助肢體

困境中堅心倚靠主。 
3. 歐陽雪玲姑娘申請工作簽証順利。 
 

請為柬埔寨金邊工場代禱 

1. 為中心已招募得三十多位英文班學生感恩。 

2. 為中心可盡快成功註冊為當地非牟利慈善團體代禱。 

  

請為斐濟工埸代禱 

1.曾國輝夫婦將要完成學習返回工場，面對‘空巢期’的適應。 
2. 十二月斐濟短宣隊的召募和安排。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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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會教牧面對同性婚姻活動處理: 
1.有同性婚姻者借用本會堂會以舉行「婚禮」 

本會堂會不能作為同性婚姻婚禮場地，有關申請不予考慮。 
 

2.有本會教牧受邀於在同性婚姻的「婚禮」擔任證婚 

本會教牧（包括牧師及教師，下同）均不可於同性婚姻者的 
「婚禮」擔任證婚 
 

3.有本會教牧受邀於在同性婚姻者的「婚禮」中擔任事奉（例如 

 讀經、訓勉、祝福等）或其他協助（例如編寫禮儀，提供禮儀  
 意見等） 
 （本會教牧均不可於同性婚者的「婚禮」中擔任禮儀事奉。） 
 

4.有本會教牧同工受邀出席同性婚姻者的「婚禮」 

  本會教牧除因個人關係，均不可出席同性婚姻者的「婚禮」。 
  本會教牧在該等活動中，均是以私人身份出席，並須持守本 
  會對同性戀、同性婚姻的立場。 
 

5.有本會教牧同工受邀出席同性婚姻者的晩宴或聚會 

本會教牧除因個人關係，均不可出席同性婚姻者的晩宴或聚

會。本會教牧在該等活動中，均是以私人身份出席，並須持 
守本會對同性戀，同性婚姻的立場。 
 

6.有本會堂會被要求為某一同性婚姻者的「婚禮」作宣佈 

 不作宣佈。 
 

7.本會對反對同性婚姻的教導 

本會教牧應清楚教導本會反對同性戀，同性婚姻的立場及聖經 
教導：並激勵眾人在面對相關處境時，應以討上帝喜歡為大前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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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可以開工喇！          吳麗卿牧師 

 

  猶記得去年得悉學校可以搬遷後，教會也開始佈署有關遷堂的準備，並於

2009 年 4 月 12 日成立遷堂小組。到 2010 年 3 月中旬，小組成員開始物色

裝修工程公司、參觀新堂位置、與學校協調地方使用、譤請有關裝修公司投標…

然後，沒完沒了的遷堂會議開始了。最經典的一次小組會議竟然延至深夜 12

時，難為了李志雄弟兄差點趕不到尾班車回家呢！ 
 

  感謝上帝的恩典，讓遷堂小組每一位成員竭盡所能，將他們最好的意見獻

上，使將來教會能在新的環境中，提供適切的空間作牧養傳道的工夫，我期望

新堂的落成，激勵弟兄姊妹更殷勤服事上帝，敬拜上帝，並有美好甜蜜的團契

生活。 
 

  2010 年 7 月 5 日裝修工程終於可以啟動了！我喜見小組成員們過往的辛

勞有丁點兒的回報，心中也興奮莫明，更感謝上帝讓我能與小組各成員分享和

學習有關裝修工程的學問，而這些都不是在神學院學習得到的呢! 

   

註：遷堂小組成員有：趙仕傑,李志雄,李紹強,蔡志明,吳牧師 

  另外更多謝盧世傑,李銘生從旁的協肋與意見提供。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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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94 100 93 --  97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99 -- 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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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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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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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2 10 -- 11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8 9 4 6 -- 7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1 3 1 2 -- 2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11 8 8 10 -- 9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3 -- -- 4 -- 4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7 13 6 9 -- 9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7 7 6 4 -- 6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61 58 50 50 -- 55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2 10 11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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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七七七七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八八八八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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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24/7 31/7 7/8 14/8 21/8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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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音營營音營營音營營音營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營音營營音營營音營營音營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營音營營音營營音營營音營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輕輕輕輕輕輕輕輕鬆鬆鬆鬆

鬆鬆鬆鬆學真學真學真學真

理理理理(五五五五) 

戶外週戶外週戶外週戶外週 

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 

合團之合團之合團之合團之

Farewell 

鄭教師鄭教師鄭教師鄭教師 

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 

合團之合團之合團之合團之 

水戰篇水戰篇水戰篇水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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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唱唱唱 K 

(合合合合團讀團讀團讀團讀 

經日經日經日經日 

18/7) 

探訪探訪探訪探訪 
手舟几手舟几手舟几手舟几 

又一又一又一又一 

手四能手四能手四能手四能+ 

參觀新參觀新參觀新參觀新

堂堂堂堂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Farewell 

瑩姐姐瑩姐姐瑩姐姐瑩姐姐 

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 

合團之合團之合團之合團之

Farewell 

鄭教師鄭教師鄭教師鄭教師 

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 

合團之合團之合團之合團之 

水戰篇水戰篇水戰篇水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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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烹飪烹飪烹飪烹飪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滾滾滾滾-單車同單車同單車同單車同

樂日樂日樂日樂日 

砌屋叔叔砌屋叔叔砌屋叔叔砌屋叔叔 

遷堂服務遷堂服務遷堂服務遷堂服務

日日日日 

百鳥百鳥百鳥百鳥 

歸巢歸巢歸巢歸巢 

與陽光玩與陽光玩與陽光玩與陽光玩 

遊戲遊戲遊戲遊戲- 

去沙灘去沙灘去沙灘去沙灘 

迷迷迷迷- 

新校遊踪新校遊踪新校遊踪新校遊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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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愛筵愛筵愛筵愛筵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搬堂搬堂搬堂搬堂/惜別惜別惜別惜別 

看電影看電影看電影看電影/ 

飯團飯團飯團飯團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沙灘沙灘沙灘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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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愛筵及愛筵及愛筵及愛筵及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25/7 日日日日) 

--- 

建造教建造教建造教建造教

會三部會三部會三部會三部

曲曲曲曲(中中中中)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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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6/7 五五五五) 

沙灘活沙灘活沙灘活沙灘活 

動動動動/日營日營日營日營 

(25/7 日日日日)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13/8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0/8 五五五五) 

國內遊國內遊國內遊國內遊 

(22/8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4/7 21/7 28/7 4/8 11/8 18/8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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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定定齊坐定定齊坐定定齊坐定定齊

欣賞欣賞欣賞欣賞— 

誰可相依誰可相依誰可相依誰可相依 

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

(六六六六)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齊禱告齊禱告齊禱告齊禱告

(加加加加 1:4 

詩詩詩詩 128:8)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六六六六) 

坐定定齊坐定定齊坐定定齊坐定定齊

欣賞欣賞欣賞欣賞— 

潘洪基抗潘洪基抗潘洪基抗潘洪基抗

癌見證癌見證癌見證癌見證 

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

(七七七七) 

粵曲粵曲粵曲粵曲、、、、詩詩詩詩

歌歌歌歌齊齊唱齊齊唱齊齊唱齊齊唱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8/7 25/7 1/8 8/8 15/8 22/8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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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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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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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式上課活動式上課活動式上課活動式上課 茶茶茶茶聚聚聚聚 
活動式上活動式上活動式上活動式上

課課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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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福音暑期福音暑期福音暑期福音 

性活動性活動性活動性活動 
--- 

遷堂遷校遷堂遷校遷堂遷校遷堂遷校

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 

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

團契開辦團契開辦團契開辦團契開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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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年年七七七七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八八八八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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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25/7 1/8 8/8 15/8 22/8 29/8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十一主日第十一主日第十一主日第十一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二二二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三三三三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四四四四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温温温温家家家家浩浩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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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領領領領

會會會會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 ---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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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方方克信教師克信教師克信教師克信教師 見証主日見証主日見証主日見証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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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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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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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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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徒徒徒徒 9:1-31 

加加加加 1:11-18 

路路路路 10:38-42 

創創創創 18:20-32 

西西西西 2:6-19 

路路路路 11:1-13 

傳傳傳傳 1:2,12-14 

,2:18-23 

西西西西 3:1-11 

路路路路 12:13-21 

創創創創 15:1-6 

來來來來 11:1-3, 

8-16 

路路路路 12:32-40 

耶耶耶耶 23:23-29 

來來來來 11:29- 

12:2 

路路路路 12:49-56 

賽賽賽賽 58:9 下下下下-14 

來來來來 12:18-29 

路路路路 13:10-17 

箴箴箴箴 25:6-7 

來來來來 13;1-8, 

15-16 

路路路路 14:1,7-14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 ---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李美李美李美李美蓮蓮蓮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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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司司司司

獻獻獻獻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 姚善姚善姚善姚善聆聆聆聆 ---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梁依廷梁依廷梁依廷梁依廷 劉珠劉珠劉珠劉珠 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 

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周周周周貝如貝如貝如貝如(聖聖聖聖) 

黃鳯霞黃鳯霞黃鳯霞黃鳯霞(後後後後)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地地地地)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聖聖聖聖)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後後後後)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地地地地)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聖聖聖聖) 

黃鳯黃鳯黃鳯黃鳯玲玲玲玲(後後後後)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地地地地)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聖聖聖聖)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後後後後)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地地地地)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聖聖聖聖)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後後後後)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地地地地)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聖聖聖聖)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後後後後)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地地地地)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聖聖聖聖)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後後後後)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地地地地)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44,248, 

370,373 

5,244,369,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72,427 

20,420, 
神神神神!祢在掌管祢在掌管祢在掌管祢在掌管, 

417 

402,486, 

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5,483 

29,198, 

348,225 

216,397,388,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72,360 

19,492, 

498,433 詩詩詩詩

歌歌歌歌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佳佳佳佳 90,佳佳佳佳 71, 

佳佳佳佳 34 
--- 

佳佳佳佳 33,佳佳佳佳 66, 

佳佳佳佳 85 
--- 

佳佳佳佳 33,佳佳佳佳 31, 

佳佳佳佳 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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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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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月月月月)、、、、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八八八八月月月月)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七七七七月月月月)、、、、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八八八八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