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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上今天獻上今天獻上今天獻上今天 ~  ~  ~  ~ 須須須須先回到主的寶座前先回到主的寶座前先回到主的寶座前先回到主的寶座前      蔡志明姊妹 

            (崇拜部執事) 

 

掌握今天，讓這天作奉獻，為那永活國度快將再臨這地面， 

要珍貴這一天，盡心思意志，努力承擔 主所告知。 

 

掌握今天，盡發輝作奉獻，懷著畏懼戰慄意專心誠無雜念， 

人熱誠心志堅，主必施愛眷，且賞賜天上大榮冕。 

 

將身心相獻，態度純一真摯，應堅守信心愛心不敷衍， 

天天皆相獻，困倦毫不抱怨，要竭盡全力付上永不變。 

 

   今個月是教會的一個大日子，上一個主日，大家仍在舊堂，懷著依依不捨

的心情，離開這片熟悉的地方。就如方教師在上一期月刊中所述，大家在這片

地留下了多少的血汗，眼淚，又或是傷透了腦筋的白髮，為的是努力讓未得之

民，早日得著成為上帝兒女的福份。 

 

   今天是一個足以令每一位沐恩堂弟兄姊妹興奮的日子，我們第一次踏足這

個新裝修的家裡面，地方寬敞了，周遭的環境配套更齊備了，上帝為我們預備

的莊稼更多了。回望沐恩堂的過去，植根於青少年中心，及後至老人中心到現

在的信義學校。無疑的是上帝已給我們可收取莊稼的禾場。而這禾場的莊稼亦

多。問題是我們如何去走出這一步，為主作工！ 

 

    你相信你可以進到上帝的同在嗎? 聖經上明確的說：「我們」可以坦然進

到至聖所，阿們！這是何等特權！因為羔羊的血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

路！它是一條新的路，過去沒有人開過，並且每天我們走上去的時候，也覺得

是新的。因為上帝本來就是日新又新，奇妙又豐富，自有永有的。昨日今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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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永遠都不改變。所以跟隨耶穌的道路是最剌激的，因為總是新的。雖然不知

道明天會如何，但只要有信心，願意相信祂是那位掌管萬有的上帝，並願意邀

請祂與你同在，你必會親嘗主恩的滋味，也就是上帝給你最大的。 

 

    感謝上帝，當你相信耶穌這一天起，你就可以藉羔羊為你開的這條路來上

帝的面前，進入到上帝的同在中，祂就是那萬福的泉源，滿有榮耀、美麗、神

性、清潔、良善、慈愛和恩典。 

 

   要獻上自己為主作工前，必須學會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進到至聖所，來朝

見上帝。因為在那裡不是一大堆的要求和事工在等著你，而是有憐憫、有恩惠、

有泉源，有榮耀與美麗的主上帝在吸引你，這就如詩篇所說：「祂是我的力量

和詩歌」(一百一十八篇 14 節)。 

 

   希伯來書 10:19 告訴我們上帝的兒女在蒙恩的時候就有了這特權，而上帝

的兒女應當被教導而懂得去使用這個特權。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聚會後非常的

滿足快樂，並且能重新得力，而不是感覺「做完了」，但心靈都毫無領受，也

沒有被更新，以致回去時比先前更沉重。因為人雖然來了，但未曾卸下重擔，

卻又帶了一大堆重擔離去。 

 

   所以讓我們向上帝祈求，不管是祈禱會，主日崇拜或任何聚會，第一件事

就是先進到上帝的寶座前，在那裏個時候，你就會發現，即使是激烈的爭戰禱

告，也一點都不費力，因為『耶和華尼西』，上帝帥領必得勝！ 

 

    惟有越親近祂，我們才可以越釋放，越自由，越有力量為主獻上自己，收

取莊稼，成為有力量的工人!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    堂會消堂會消堂會消堂會消息息息息 

1.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10 年年年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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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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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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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人人人人。。。。 

2. 新新新新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裝修工程基本設施己於裝修工程基本設施己於裝修工程基本設施己於裝修工程基本設施己於 7 月底月底月底月底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其他部份其他部份其他部份其他部份(包括休包括休包括休包括休閒閒閒閒室祈禱室室祈禱室室祈禱室室祈禱室

副堂副堂副堂副堂亦盼於亦盼於亦盼於亦盼於 8 月中旬月中旬月中旬月中旬完工完工完工完工，，，，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3. 本堂主本堂主本堂主本堂主日日日日學部於學部於學部於學部於 4/7 舉行和舉行和舉行和舉行和「「「「告別舊校暨結業告別舊校暨結業告別舊校暨結業告別舊校暨結業禮禮禮禮」」」」共共共共 50505050 位家長及學生參加位家長及學生參加位家長及學生參加位家長及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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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18/7 崇拜後舉行讀經日崇拜後舉行讀經日崇拜後舉行讀經日崇拜後舉行讀經日—研讀有關大衛事蹟研讀有關大衛事蹟研讀有關大衛事蹟研讀有關大衛事蹟，，，，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34 位肢體位肢體位肢體位肢體參參參參加加加加，，，，盼盼盼盼

望參加者能在大衛身上有所學習望參加者能在大衛身上有所學習望參加者能在大衛身上有所學習望參加者能在大衛身上有所學習。。。。 

5. 本堂已於本堂已於本堂已於本堂已於 8 月月月月 2-6 日隨同學校遷往新址日隨同學校遷往新址日隨同學校遷往新址日隨同學校遷往新址，，，，而團契聚會及崇拜亦分別於而團契聚會及崇拜亦分別於而團契聚會及崇拜亦分別於而團契聚會及崇拜亦分別於 7/8 及及及及

8/8 開始在新堂舉行開始在新堂舉行開始在新堂舉行開始在新堂舉行。。。。 

6. 本堂在遷堂後為使教會本堂在遷堂後為使教會本堂在遷堂後為使教會本堂在遷堂後為使教會在傳道牧養上有更長遠的發在傳道牧養上有更長遠的發在傳道牧養上有更長遠的發在傳道牧養上有更長遠的發展展展展，，，，擬於擬於擬於擬於 2011201120112011 年改動教會年改動教會年改動教會年改動教會

((((特別在主特別在主特別在主特別在主日日日日時段時段時段時段))))的聚會時間的聚會時間的聚會時間的聚會時間，，，，有關建議列於有關建議列於有關建議列於有關建議列於下方下方下方下方，，，，請肢體踴躍提出意見請肢體踴躍提出意見請肢體踴躍提出意見請肢體踴躍提出意見，，，，以以以以

便教會跟進及修改便教會跟進及修改便教會跟進及修改便教會跟進及修改，，，，若可以盼能於若可以盼能於若可以盼能於若可以盼能於 5/95/95/95/9 之教友大會商討之教友大會商討之教友大會商討之教友大會商討。。。。 

                        2011 年度沐恩堂計劃(2010-06-18 初擬) 

1.主日聚會安排  

時間 聚會 備註 

9:00 祈禱/交誼/詩班預備 包括代禱服待 

9:30     

10:00 崇拜   

10:30     

11:00 主日學(兒童/中學/青成/長者) 包括學道班等課程 

11:30 及特別課程(新朋友小組)   

12:00 詩班   

12:30 及交誼   

13:00 各歸各家/各從其類   

 

7. 5/9 為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為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為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為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有關資料將於有關資料將於有關資料將於有關資料將於 15/8 前電郵及郵寄各教友前電郵及郵寄各教友前電郵及郵寄各教友前電郵及郵寄各教友，，，，

請肢體留意並代禱請肢體留意並代禱請肢體留意並代禱請肢體留意並代禱。。。。 

8. 15/8 崇拜內有為連珮瑩短宣之差遣崇拜內有為連珮瑩短宣之差遣崇拜內有為連珮瑩短宣之差遣崇拜內有為連珮瑩短宣之差遣禮禮禮禮，，，，而而而而 22/822/822/822/8 崇拜後為歡送鄭崇拜後為歡送鄭崇拜後為歡送鄭崇拜後為歡送鄭瑞芬瑞芬瑞芬瑞芬教師聚教師聚教師聚教師聚

會會會會，，，，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 

9. 教會核心價值問卷已收集完教會核心價值問卷已收集完教會核心價值問卷已收集完教會核心價值問卷已收集完畢畢畢畢，，，，待整理分析後公佈各肢體待整理分析後公佈各肢體待整理分析後公佈各肢體待整理分析後公佈各肢體。。。。 

10. 禾信早前獲教育局分派下年度有四班小一學禾信早前獲教育局分派下年度有四班小一學禾信早前獲教育局分派下年度有四班小一學禾信早前獲教育局分派下年度有四班小一學生生生生，，，，但直至報到及購書與分班日但直至報到及購書與分班日但直至報到及購書與分班日但直至報到及購書與分班日

期為止期為止期為止期為止，，，，未未未未夠四班學生人數報讀夠四班學生人數報讀夠四班學生人數報讀夠四班學生人數報讀，，，，請記念第四班之學生招收情況請記念第四班之學生招收情況請記念第四班之學生招收情況請記念第四班之學生招收情況。。。。 

11. 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 10 月份在禾月份在禾月份在禾月份在禾信開辦學生團信開辦學生團信開辦學生團信開辦學生團契契契契，，，，請為籌備及人手安排禱告請為籌備及人手安排禱告請為籌備及人手安排禱告請為籌備及人手安排禱告。。。。 

12. 本會青少年部與信徒培部將於本會青少年部與信徒培部將於本會青少年部與信徒培部將於本會青少年部與信徒培部將於 2-3/10 合辦合辦合辦合辦 2010 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比賽人生比賽人生比賽人生比賽人生

＠Ｈ＠Ｈ＠Ｈ＠Ｈere I Stand    」」」」    是次營會將研讀是次營會將研讀是次營會將研讀是次營會將研讀「「「「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1111----39393939 章章章章」」」」對象為對象為對象為對象為 18181818----40404040 歲肢體歲肢體歲肢體歲肢體，，，，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人人人人，，，，費費費費用用用用 31/831/831/831/8 前報名前報名前報名前報名$450$450$450$450，，，，之後報名之後報名之後報名之後報名$650$650$650$650，，，，詳情請看海報詳情請看海報詳情請看海報詳情請看海報。。。。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黃頌黃頌黃頌黃頌怡怡怡怡小妹妹在家中跌傷右小妹妹在家中跌傷右小妹妹在家中跌傷右小妹妹在家中跌傷右手手手手，，，，現需以物料固定受傷位置現需以物料固定受傷位置現需以物料固定受傷位置現需以物料固定受傷位置，，，，請為其早日復原請為其早日復原請為其早日復原請為其早日復原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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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謝詩淇姊妹之母親早前因膝關節發炎疼痛謝詩淇姊妹之母親早前因膝關節發炎疼痛謝詩淇姊妹之母親早前因膝關節發炎疼痛謝詩淇姊妹之母親早前因膝關節發炎疼痛，，，，姊妹一家需多關注母親情姊妹一家需多關注母親情姊妹一家需多關注母親情姊妹一家需多關注母親情況況況況，，，，請請請請

為為為為姊妹一家禱姊妹一家禱姊妹一家禱姊妹一家禱告告告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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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林國豪弟兄早前往美國交林國豪弟兄早前往美國交林國豪弟兄早前往美國交林國豪弟兄早前往美國交流流流流，，，，現現現現已已已已於於於於 25/7 回港回港回港回港。。。。 

4. 賴步雲伯伯於賴步雲伯伯於賴步雲伯伯於賴步雲伯伯於 12/7 晩懷疑肺炎入晩懷疑肺炎入晩懷疑肺炎入晩懷疑肺炎入院院院院，，，，並已於並已於並已於並已於 14/714/714/714/7 下午出院休養下午出院休養下午出院休養下午出院休養。。。。 

5. 梁希桐姊妹已於梁希桐姊妹已於梁希桐姊妹已於梁希桐姊妹已於 29/7 前往美國前往美國前往美國前往美國繼續升學繼續升學繼續升學繼續升學，，，，請記念其適應及學習生活請記念其適應及學習生活請記念其適應及學習生活請記念其適應及學習生活。。。。 

三三三三.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遷堂遷校後之執拾安排不遷堂遷校後之執拾安排不遷堂遷校後之執拾安排不遷堂遷校後之執拾安排不致致致致影響正常運作禱告影響正常運作禱告影響正常運作禱告影響正常運作禱告。。。。 

2. 為本堂在禾信之福音工作禱告為本堂在禾信之福音工作禱告為本堂在禾信之福音工作禱告為本堂在禾信之福音工作禱告，，，，特別於特別於特別於特別於 10 月開辦之學生團契月開辦之學生團契月開辦之學生團契月開辦之學生團契。。。。 

3. 為國內之水災所造成傷為國內之水災所造成傷為國內之水災所造成傷為國內之水災所造成傷亡亡亡亡，，，，求上帝賜智慧求上帝賜智慧求上帝賜智慧求上帝賜智慧予當權者為災民重建家園予當權者為災民重建家園予當權者為災民重建家園予當權者為災民重建家園，，，，及防汛及防汛及防汛及防汛

工程做得更完備工程做得更完備工程做得更完備工程做得更完備。。。。 

4. 為身心靈軟弱肢體代禱為身心靈軟弱肢體代禱為身心靈軟弱肢體代禱為身心靈軟弱肢體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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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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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9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3/9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4/9 

5/9 6/9 7/9 8/9 林翠蘭林翠蘭林翠蘭林翠蘭 9/9 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 10/9 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             

    謝謝謝謝詩淇詩淇詩淇詩淇 

11/9 

12/9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13/9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14/9 15/9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16/9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17/9 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 18/9 

19/9 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 20/9 21/9 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 

    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 

22/9 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 

    吳煒君吳煒君吳煒君吳煒君 

23/9 24/9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 

    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 

25/9 

26/9 27/9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28/9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 

   *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 

29/9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30/9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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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七七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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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週週週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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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115 89 106 - 100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90 - 4 - - 47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 

中學級中學級中學級中學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11 13 11 11 - 12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5 8 12 9 5 10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3 2 3 3 3 3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8 10 11 7 11 9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5 2 3 2 - -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8 - 9 - - -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 - - - -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7 58 55 49 - 52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1 10 11 -- - 11 

 

2010 年年年年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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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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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五五五五) 奮興營營前講座奮興營營前講座奮興營營前講座奮興營營前講座（（（（一一一一）））） 18-40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信徒培信徒培信徒培信徒培

育部合辦育部合辦育部合辦育部合辦 

4(六六六六) 
歐陽雪玲宣教士述職異象分享會歐陽雪玲宣教士述職異象分享會歐陽雪玲宣教士述職異象分享會歐陽雪玲宣教士述職異象分享會

暨天恩堂差傳年會暨天恩堂差傳年會暨天恩堂差傳年會暨天恩堂差傳年會 30 週年感恩週年感恩週年感恩週年感恩 
教友教友教友教友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5(日日日日) 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 教友教友教友教友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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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五五五五) 奮興營營前講座奮興營營前講座奮興營營前講座奮興營營前講座（（（（二二二二）））） 18-40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信徒培信徒培信徒培信徒培

育部合辦育部合辦育部合辦育部合辦 

17(五五五五) 中小學教師日中小學教師日中小學教師日中小學教師日 中小學教中小學教中小學教中小學教 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 

19 (日日日日) 
按牧典禮按牧典禮按牧典禮按牧典禮 

各各各各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信義會真理堂信義會真理堂信義會真理堂信義會真理堂 

27(一一一一) 
全景課程訓練班全景課程訓練班全景課程訓練班全景課程訓練班 

(9 月月月月 27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0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曾任或現任主曾任或現任主曾任或現任主曾任或現任主

日學導師日學導師日學導師日學導師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九九九九

月月月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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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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温馨提示 
甲、 八月十五日「潔皿」姊妹創啟地區短宣差遣禮，敬希出席以表

支持並代禱守望。 

乙、 二零一零年已經過了一大半，若你在年初有為自己訂下讀經計讀經計讀經計讀經計
劃劃劃劃，或選定了分享福音分享福音分享福音分享福音的對象，盼你能把握今年餘下的光陰。 

B. 活動推介 

「第三屆差傳節慶典禮」將於十月十日（主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假油麻地真光女書院舉行。本屆主題為「你我攜手．宣火相傳」。 
 

差傳資訊 

九月四日（週六），傍晚七時三十分，假本會天恩堂將有「泰國宣教

士歐陽雪玲姑娘述職分享會」。 
 

本會宣教 工場代禱事項 
 

請為泰國曼谷及東北工場代禱 

1.  請記念恩典之家（HOG--HomeOfGrace）向其他機構的資助申請，好讓同

工們能探訪跟進過往的受助婦女。亦請記念此新開展的事工。 

2. 求主帶領八月泰國親子短宣、天恩堂服侍匯恩堂、及教牧家庭團培訓東北

領袖團的行程。 

 

請為柬埔寨金邊工場代禱 

為中心可盡快成功註冊為當地非牟利慈善團體代禱。 

求主興起工人積極回應工場需要，成為Ｒithy 傳道的宣教同行者。 

  

請為斐濟工埸代禱 

1.  曾國輝牧師、有卿師母在進修完畢後回到斐濟的事奉路向，和覓得合適房

屋。 

2. 十二月斐濟短宣隊的召募和安排。 

 

請為海宣部同工代禱 

1.  陳慧玲牧師八月份再帶領柬埔寨短宣隊出發，願主在陳牧師離港期間特別

保守她的父母安康，健康狀況能穩定下來。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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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遷手記搬遷手記搬遷手記搬遷手記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2010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2 日早上九時左右日早上九時左右日早上九時左右日早上九時左右，，，，搬運公司數十位員工浩浩盪盪的赤膊上搬運公司數十位員工浩浩盪盪的赤膊上搬運公司數十位員工浩浩盪盪的赤膊上搬運公司數十位員工浩浩盪盪的赤膊上

陣陣陣陣，，，，將學校一件又一件將學校一件又一件將學校一件又一件將學校一件又一件，，，，一箱又一箱的文件一箱又一箱的文件一箱又一箱的文件一箱又一箱的文件、、、、教學物資教學物資教學物資教學物資、、、、家俬家俬家俬家俬、、、、書本書本書本書本……………………搬進搬進搬進搬進

新的校舍新的校舍新的校舍新的校舍，，，，我們開始搬遷了我們開始搬遷了我們開始搬遷了我們開始搬遷了！！！！ 

X            X            X              X                X 

 

2010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3 日早上約八時三十分日早上約八時三十分日早上約八時三十分日早上約八時三十分，，，，搬運公司來了三部大車搬運公司來了三部大車搬運公司來了三部大車搬運公司來了三部大車，，，，另僱用了另僱用了另僱用了另僱用了

十二位臨時員工十二位臨時員工十二位臨時員工十二位臨時員工（（（（因新校的電梯未能運作因新校的電梯未能運作因新校的電梯未能運作因新校的電梯未能運作，，，，這十二位大漢的工作是取這十二位大漢的工作是取這十二位大漢的工作是取這十二位大漢的工作是取代代代代電梯的電梯的電梯的電梯的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將物資搬上不同樓層將物資搬上不同樓層將物資搬上不同樓層將物資搬上不同樓層！！）！！）！！）！！）看見他們大多體型瘦削看見他們大多體型瘦削看見他們大多體型瘦削看見他們大多體型瘦削，，，，但却堅實有但却堅實有但却堅實有但却堅實有

力力力力，，，，竟能背負比自己體重更重的担子竟能背負比自己體重更重的担子竟能背負比自己體重更重的担子竟能背負比自己體重更重的担子，，，，真叫我不得不向他們致敬真叫我不得不向他們致敬真叫我不得不向他們致敬真叫我不得不向他們致敬！！！！ 

    差不多到早上十一時多差不多到早上十一時多差不多到早上十一時多差不多到早上十一時多，，，，搬運工人到教會辦公室搬運工人到教會辦公室搬運工人到教會辦公室搬運工人到教會辦公室，，，，將數十箱文件迅速地搬將數十箱文件迅速地搬將數十箱文件迅速地搬將數十箱文件迅速地搬

運完畢運完畢運完畢運完畢。。。。不足半小時不足半小時不足半小時不足半小時，，，，文件及其他物資已送抵新堂文件及其他物資已送抵新堂文件及其他物資已送抵新堂文件及其他物資已送抵新堂，，，，其行動之快其行動之快其行動之快其行動之快，，，，有如軍事演有如軍事演有如軍事演有如軍事演

練練練練。。。。我從他們起初快捷及有講有笑地將物資搬運我從他們起初快捷及有講有笑地將物資搬運我從他們起初快捷及有講有笑地將物資搬運我從他們起初快捷及有講有笑地將物資搬運，，，，到黃昏時看到他們的疲態到黃昏時看到他們的疲態到黃昏時看到他們的疲態到黃昏時看到他們的疲態，，，，

已可猜想他們是何等的辛苦已可猜想他們是何等的辛苦已可猜想他們是何等的辛苦已可猜想他們是何等的辛苦，，，，心裏不期然有種酸溜溜的感覺心裏不期然有種酸溜溜的感覺心裏不期然有種酸溜溜的感覺心裏不期然有種酸溜溜的感覺，，，，求主憐憫他們求主憐憫他們求主憐憫他們求主憐憫他們！！！！ 

X            X            X              X                X 

 

2010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4 日早上八時左右日早上八時左右日早上八時左右日早上八時左右，，，，我又見到搬運公司三部大車正停泊在校我又見到搬運公司三部大車正停泊在校我又見到搬運公司三部大車正停泊在校我又見到搬運公司三部大車正停泊在校

門外門外門外門外，，，，又因今天是會考放榜又因今天是會考放榜又因今天是會考放榜又因今天是會考放榜，，，，不少家長也將車輛停泊在附近不少家長也將車輛停泊在附近不少家長也將車輛停泊在附近不少家長也將車輛停泊在附近，，，，以致引來交通阻以致引來交通阻以致引來交通阻以致引來交通阻

塞塞塞塞，，，，連附近的巴士總站也塞得水洩不通連附近的巴士總站也塞得水洩不通連附近的巴士總站也塞得水洩不通連附近的巴士總站也塞得水洩不通，，，，最後勞動警察叔叔來驅趕最後勞動警察叔叔來驅趕最後勞動警察叔叔來驅趕最後勞動警察叔叔來驅趕，，，，搬運公司搬運公司搬運公司搬運公司

的三部大車也不例外的三部大車也不例外的三部大車也不例外的三部大車也不例外。。。。剛巧我剛巧我剛巧我剛巧我在現場在現場在現場在現場，，，，搬運公司負責人要求我向警察求情搬運公司負責人要求我向警察求情搬運公司負責人要求我向警察求情搬運公司負責人要求我向警察求情，，，，容容容容

許搬運車輛停下卸貨許搬運車輛停下卸貨許搬運車輛停下卸貨許搬運車輛停下卸貨。。。。我與當值警員週旋了十多分鐘我與當值警員週旋了十多分鐘我與當值警員週旋了十多分鐘我與當值警員週旋了十多分鐘，，，，結果以結果以結果以結果以「「「「法律不外乎人法律不外乎人法律不外乎人法律不外乎人

情及遷堂遷校急不容緩情及遷堂遷校急不容緩情及遷堂遷校急不容緩情及遷堂遷校急不容緩」」」」的前題下的前題下的前題下的前題下，，，，搬運工作終於可以繼續進行搬運工作終於可以繼續進行搬運工作終於可以繼續進行搬運工作終於可以繼續進行！！！！ 

 

早上十時多我看到六樓禮堂的物資也到達新校早上十時多我看到六樓禮堂的物資也到達新校早上十時多我看到六樓禮堂的物資也到達新校早上十時多我看到六樓禮堂的物資也到達新校，，，，兩座鋼琴正等待工人運送兩座鋼琴正等待工人運送兩座鋼琴正等待工人運送兩座鋼琴正等待工人運送

到六樓到六樓到六樓到六樓。。。。他們二話不說他們二話不說他們二話不說他們二話不說，，，，前後兩人將繩索綁在身上及肩膊上前後兩人將繩索綁在身上及肩膊上前後兩人將繩索綁在身上及肩膊上前後兩人將繩索綁在身上及肩膊上，，，，再由一人伴在中再由一人伴在中再由一人伴在中再由一人伴在中

間間間間，，，，然後三人齊步拾級而上然後三人齊步拾級而上然後三人齊步拾級而上然後三人齊步拾級而上，，，，將鋼琴將鋼琴將鋼琴將鋼琴徐徐徐徐徐徐徐徐運送到六樓運送到六樓運送到六樓運送到六樓，，，，途中當然要停下來喘氣途中當然要停下來喘氣途中當然要停下來喘氣途中當然要停下來喘氣。。。。

到運送第二部鋼琴時到運送第二部鋼琴時到運送第二部鋼琴時到運送第二部鋼琴時，，，，還要層層停下來休息回氣呢還要層層停下來休息回氣呢還要層層停下來休息回氣呢還要層層停下來休息回氣呢！！！！如是者兩部鋼琴安全抵達如是者兩部鋼琴安全抵達如是者兩部鋼琴安全抵達如是者兩部鋼琴安全抵達

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但却見搬運工人身上及肩膊上留下深深的繩索印痕但却見搬運工人身上及肩膊上留下深深的繩索印痕但却見搬運工人身上及肩膊上留下深深的繩索印痕但却見搬運工人身上及肩膊上留下深深的繩索印痕！！！！到下午再踫到他到下午再踫到他到下午再踫到他到下午再踫到他

們們們們時時時時，，，，那些那些那些那些「「「「戰績戰績戰績戰績」」」」還存留在他們身上呢還存留在他們身上呢還存留在他們身上呢還存留在他們身上呢！！！！ 

         

    在酷熱的天氣下不停搬運了三天在酷熱的天氣下不停搬運了三天在酷熱的天氣下不停搬運了三天在酷熱的天氣下不停搬運了三天，，，，工人們開始有情緒了工人們開始有情緒了工人們開始有情緒了工人們開始有情緒了。。。。在下午的搬運過在下午的搬運過在下午的搬運過在下午的搬運過

程中程中程中程中，，，，搬運公司的員工與臨時員工因事發生爭抝搬運公司的員工與臨時員工因事發生爭抝搬運公司的員工與臨時員工因事發生爭抝搬運公司的員工與臨時員工因事發生爭抝，，，，眼見他們一面爭論眼見他們一面爭論眼見他們一面爭論眼見他們一面爭論，，，，但又一但又一但又一但又一

面竭盡所能運送物資面竭盡所能運送物資面竭盡所能運送物資面竭盡所能運送物資，，，，他們那份敬業樂業的精神他們那份敬業樂業的精神他們那份敬業樂業的精神他們那份敬業樂業的精神，，，，實在值得敬佩實在值得敬佩實在值得敬佩實在值得敬佩------不因爭抝不因爭抝不因爭抝不因爭抝

而停工而停工而停工而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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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是日休息一是日休息一是日休息一是日休息一天天天天！！！！    

我聴校方說因為搬運工人太勞累了我聴校方說因為搬運工人太勞累了我聴校方說因為搬運工人太勞累了我聴校方說因為搬運工人太勞累了，，，，需要休息休息需要休息休息需要休息休息需要休息休息，，，，補充體力補充體力補充體力補充體力。。。。當然啦當然啦當然啦當然啦！！！！

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不是鐵人嘛不是鐵人嘛不是鐵人嘛不是鐵人嘛！！！！而我們而我們而我們而我們（（（（學校和教會的人員學校和教會的人員學校和教會的人員學校和教會的人員））））也趁此機會也趁此機會也趁此機會也趁此機會，，，，

分別執拾已運送過來的物資分別執拾已運送過來的物資分別執拾已運送過來的物資分別執拾已運送過來的物資，，，，────────我們倒沒有休息啊我們倒沒有休息啊我們倒沒有休息啊我們倒沒有休息啊！！！！真辛苦真辛苦真辛苦真辛苦！！！！！！！！千萬可別叫千萬可別叫千萬可別叫千萬可別叫

我我我我再搬遷了再搬遷了再搬遷了再搬遷了！！！！拜託拜託拜託拜託！！！！！！！！拜託拜託拜託拜託！！！！！！！！！！！！ 

X            X            X              X                X 

 

2010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6 日我相信今天是最後一天的搬遷了日我相信今天是最後一天的搬遷了日我相信今天是最後一天的搬遷了日我相信今天是最後一天的搬遷了。。。。由於天氣良好由於天氣良好由於天氣良好由於天氣良好（（（（天陰天陰天陰天陰

帶微風帶微風帶微風帶微風））））所以看見搬運工人搬遷時也沒有早幾天的那麼辛苦所以看見搬運工人搬遷時也沒有早幾天的那麼辛苦所以看見搬運工人搬遷時也沒有早幾天的那麼辛苦所以看見搬運工人搬遷時也沒有早幾天的那麼辛苦，，，，又可能昨天他們又可能昨天他們又可能昨天他們又可能昨天他們

休息了一天吧休息了一天吧休息了一天吧休息了一天吧，，，，所以今天的行動也算迅速所以今天的行動也算迅速所以今天的行動也算迅速所以今天的行動也算迅速。。。。 

X            X            X              X                X 

 

我感謝上帝聴我們的禱告我感謝上帝聴我們的禱告我感謝上帝聴我們的禱告我感謝上帝聴我們的禱告，，，，在整個搬遷過程中尚算順利在整個搬遷過程中尚算順利在整個搬遷過程中尚算順利在整個搬遷過程中尚算順利，，，，除了有一兩位工除了有一兩位工除了有一兩位工除了有一兩位工

人受割傷及擦傷外人受割傷及擦傷外人受割傷及擦傷外人受割傷及擦傷外，，，，大體而言都平安無事大體而言都平安無事大體而言都平安無事大體而言都平安無事。。。。 

    

    人有很多類型人有很多類型人有很多類型人有很多類型，，，，工種也有不同工種也有不同工種也有不同工種也有不同，，，，上帝將人安放在不同崗位上上帝將人安放在不同崗位上上帝將人安放在不同崗位上上帝將人安放在不同崗位上，，，，讓人可以彼讓人可以彼讓人可以彼讓人可以彼

此輔助此輔助此輔助此輔助，，，，互相配搭互相配搭互相配搭互相配搭，，，，互相建立互相建立互相建立互相建立。。。。當我看到這群當我看到這群當我看到這群當我看到這群「「「「勞苦大眾勞苦大眾勞苦大眾勞苦大眾」」」」付出體力與勞力付出體力與勞力付出體力與勞力付出體力與勞力，，，，

使我們能順利完成遷堂遷校的工程使我們能順利完成遷堂遷校的工程使我們能順利完成遷堂遷校的工程使我們能順利完成遷堂遷校的工程，，，，但同時我也想但同時我也想但同時我也想但同時我也想，，，，他們在為生計日夜操勞他們在為生計日夜操勞他們在為生計日夜操勞他們在為生計日夜操勞，，，，

對屬靈生命的餵養又有誰覺得需要呢對屬靈生命的餵養又有誰覺得需要呢對屬靈生命的餵養又有誰覺得需要呢對屬靈生命的餵養又有誰覺得需要呢？？？？有人供應給他們嗎有人供應給他們嗎有人供應給他們嗎有人供應給他們嗎？？？？他們有時間和機他們有時間和機他們有時間和機他們有時間和機

會去接觸福音嗎會去接觸福音嗎會去接觸福音嗎會去接觸福音嗎？？？？我不禁從心裏為這班勞動同胞禱告我不禁從心裏為這班勞動同胞禱告我不禁從心裏為這班勞動同胞禱告我不禁從心裏為這班勞動同胞禱告，，，，求上帝賜恩典求上帝賜恩典求上帝賜恩典求上帝賜恩典，，，，憐憫與憐憫與憐憫與憐憫與

機會給他們機會給他們機會給他們機會給他們。。。。 

    

    寫到這裏寫到這裏寫到這裏寫到這裏，，，，搬遷工作仍在進行搬遷工作仍在進行搬遷工作仍在進行搬遷工作仍在進行………………………………父上帝呀父上帝呀父上帝呀父上帝呀！！！！開恩幫助他們開恩幫助他們開恩幫助他們開恩幫助他們！！！！祢是貧窮祢是貧窮祢是貧窮祢是貧窮

人的保障人的保障人的保障人的保障，，，，困乏人急難中的高臺困乏人急難中的高臺困乏人急難中的高臺困乏人急難中的高臺，，，，祢從灰塵裏擡舉貧寒人祢從灰塵裏擡舉貧寒人祢從灰塵裏擡舉貧寒人祢從灰塵裏擡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從糞堆中提拔窮乏從糞堆中提拔窮乏從糞堆中提拔窮乏

人人人人。。。。求祢保守一切從事勞動工作的人求祢保守一切從事勞動工作的人求祢保守一切從事勞動工作的人求祢保守一切從事勞動工作的人，，，，讓他們也經歷祢的救恩和作為讓他們也經歷祢的救恩和作為讓他們也經歷祢的救恩和作為讓他們也經歷祢的救恩和作為，，，，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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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八八八八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九九九九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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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21/8 28/8 4/9 11/9 18/9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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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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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鬆輕輕鬆輕輕鬆輕輕鬆

鬆學真鬆學真鬆學真鬆學真

理理理理(六六六六)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婚禮婚禮婚禮婚禮) 

新校燒新校燒新校燒新校燒 

烤烤烤烤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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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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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婚禮婚禮婚禮婚禮) 

合團追月合團追月合團追月合團追月 

+新校燒烤新校燒烤新校燒烤新校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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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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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大喜大喜大喜大喜 

日子日子日子日子 

大合團大合團大合團大合團 

--追月追月追月追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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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沙灘沙灘沙灘沙灘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有待有待有待有待 

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有待有待有待有待 

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有待有待有待有待 

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有待有待有待有待 

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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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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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友大教友大教友大教友大

會會會會(5/9

日日日日)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中秋活動中秋活動中秋活動中秋活動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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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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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10/9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7/9 五五五五) 

 

(18/9 六六六六) 

 

 (22/9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8/8 25/8 1/9 8/9 15/9 22/9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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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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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齊齊唱齊齊唱齊齊唱齊齊唱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七七七七) 

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 

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 

耶穌出生耶穌出生耶穌出生耶穌出生 

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

(八八八八) 

遊遊遊遊戲戲戲戲— 

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七至九月七至九月七至九月七至九月)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8 22/8 29/8 5/9 12/9 19/9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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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禮開學禮開學禮開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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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禮開學禮開學禮開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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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式上活動式上活動式上活動式上

課課課課 
茶聚茶聚茶聚茶聚 

活動式上活動式上活動式上活動式上

課課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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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開辦團契開辦團契開辦團契開辦 
--- --- 

遷堂後遷堂後遷堂後遷堂後 

的適應的適應的適應的適應 
--- 

遷堂後遷堂後遷堂後遷堂後 

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

之連續之連續之連續之連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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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年年八八八八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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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22/8 29/8 5/9 12/9 19/9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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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五五五五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六六六六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七七七七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八八八八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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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領領領領

會會會會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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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嫻牧師李淑嫻牧師李淑嫻牧師李淑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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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有基先生冼有基先生冼有基先生冼有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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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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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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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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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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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申申申 30:15-20 

門門門門 1-21 

路路路路 14:25-33 

出出出出 32:7-14 

提前提前提前提前 1:12-17 

路路路路 15:1-10 

摩摩摩摩 8:4-7 

提前提前提前提前 2:1-7 

路路路路 16:1-13 

摩摩摩摩 6:1 上上上上,4-7 

提前提前提前提前 6:6-19 

路路路路 16:19-31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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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李恩李恩李恩李恩諾諾諾諾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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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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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黃黃黃鳯玲鳯玲鳯玲鳯玲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司司司司

獻獻獻獻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姚善姚善姚善姚善聆聆聆聆 --- ---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 王浩陽王浩陽王浩陽王浩陽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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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曾偉倫曾偉倫曾偉倫曾偉倫 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接接接接待待待待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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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聖聖聖聖)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後後後後)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地地地地)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聖聖聖聖)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後後後後)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地地地地)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聖聖聖聖)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後後後後)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地地地地) 

劉珠劉珠劉珠劉珠(聖聖聖聖)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後後後後)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地地地地)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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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4 

347,388 

13,349,324,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59,321 

206,499,  

415,225 

323,357, 

419,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3,490 

詩詩詩詩

歌歌歌歌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佳佳佳佳 33,佳佳佳佳 31, 

佳佳佳佳 85 
--- --- 

佳佳佳佳 92,小小小小 47, 

佳佳佳佳 66 
--- 

佳佳佳佳 92,佳佳佳佳 58 

佳佳佳佳 66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 ---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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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八八八八月月月月)、、、、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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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月月月月)、、、、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