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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新居 
黃碧瑤姊妹   

(彼得團契導師) 

    能夠成為九月份月刊主頁文章分享人，我感到特別榮幸及高興，主因是經

過多月的忙碌，我們終於在新堂址安定下來，對於這個「新居」，我感到既興

奮又感觸良多﹗ 

    數算起來，我已返沐恩堂達 12 年之久(真的不短呢!)，前後在 3 個堂址聚

會及崇拜，相信大家都認同的是，我們教會空間愈來愈寬敞，設施也愈來愈完

善，主的供應是有增無減的，為此，真的要衷心感謝及讚美上帝﹗ 

    在 8 月 7 日彼得團契的周會中，吳牧師及鄭教師帶領安德烈及彼得團友清

潔一樓活動室，就是我們在遷入新址後暫時聚會的場所。那些就讀年級介乎高

小及初中的團友，很賣力地用布抹椅子及室內的設施，又有一些團友在升降機

還未投入使用的情況下，走上六樓禮堂搬所需用的椅子下來，我也參與其中，

只見大家都汗流浹背，但也沒抱怨。在大家的努力下，清潔工作很快完成，我

頓時感到滿室清香，那裡的環境也變得格外明淨。 

    第二天，即 8 月 8 日那天主日，我們第一次在那裡進行崇拜，那一個主日

我覺得特別不一樣，環境不同是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在那個狹小的

崇拜空間內，大家都回來了，椅子也坐滿了，我們緊密地聚集在一起，路口變

得水洩不通，這種好不熱鬧的景象令我感到份外親切及欣慰，是家的感覺吧﹗ 

    我想，如果我們真的感覺到我們是沐恩堂家中的一份子，對於搬進這個新

居，相信也會和我一樣既興奮又感觸良多，興奮是對新居充滿期待，期待我們

在新地方有新的開始、新的活動空間，教會可望有新的發展。我們也會感觸，

因為在老地方留下了不少回憶及足跡，而人物與環境不斷在新舊交替，從來都

沒停止，我們或會為時、 地、人的變幻流逝而感唏噓。 

    我很喜歡保羅的勉勵：「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

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2) 我們都相信搬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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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的心意，而這遷堂的行動意義不在於搬到一個環境更佳的地方崇拜及聚

會那麼簡單，而是在環境的轉變中，我們是否看到上帝的心意？我們的心思意

念是否願意相應地跟隨主的心意而有所更新變化？硬件改良但軟件不進化，相

信絕對不是上帝的心意。 

    盼望我們都在這個「新居」內找到上帝的心意，心思意念及屬靈生命也能

時常更新，對沐恩堂這個家的歸屬感及承擔感愈來愈強。 

    P.S.特別一提的是「新居」配備籃球場，年輕團友可在團契後打球、活動，

參加團契的動力及留在教會的時間或會因而有所增加，我作為青少年團契的導

師對此感到特別高興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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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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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8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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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0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4 人人人人。。。。 

2. 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新堂已於新堂已於新堂已於新堂已於 8 月底完成所有裝修月底完成所有裝修月底完成所有裝修月底完成所有裝修。。。。副堂副堂副堂副堂、、、、休閒室休閒室休閒室休閒室、、、、祈禱室亦已開始祈禱室亦已開始祈禱室亦已開始祈禱室亦已開始

運作運作運作運作，，，，歡歡歡歡迎迎迎迎肢體肢體肢體肢體隨隨隨隨時回教會聚一聚時回教會聚一聚時回教會聚一聚時回教會聚一聚，，，，享受上帝所賜的一切設施和恩典享受上帝所賜的一切設施和恩典享受上帝所賜的一切設施和恩典享受上帝所賜的一切設施和恩典。。。。 

3. 由於裝修工程完成由於裝修工程完成由於裝修工程完成由於裝修工程完成，，，，幼幼幼幼、、、、兒崇拜亦於兒崇拜亦於兒崇拜亦於兒崇拜亦於 5/9 開始恢復舉行開始恢復舉行開始恢復舉行開始恢復舉行，，，，請肢體留意請肢體留意請肢體留意請肢體留意。。。。 

4. 5/9 之教友大會除審視半年聖工檢討及財政報告外之教友大會除審視半年聖工檢討及財政報告外之教友大會除審視半年聖工檢討及財政報告外之教友大會除審視半年聖工檢討及財政報告外，，，，亦亦亦亦選出何俊威選出何俊威選出何俊威選出何俊威，，，，盧韻怡及盧韻怡及盧韻怡及盧韻怡及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排名不分先後排名不分先後排名不分先後排名不分先後））））為下屆執事為下屆執事為下屆執事為下屆執事，，，，願上帝使用他們願上帝使用他們願上帝使用他們願上帝使用他們。。。。 

5. 主日學中學主日學中學主日學中學主日學中學組已於組已於組已於組已於 5/9 開課開課開課開課，，，，小學組則將於小學組則將於小學組則將於小學組則將於 26/9 開開開開始始始始，，，，請有關肢體留意請有關肢體留意請有關肢體留意請有關肢體留意。。。。 

6. 23/9 為本堂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為本堂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為本堂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為本堂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請所有事奉人員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事奉人員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事奉人員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事奉人員預留時間出席，，，，並向所並向所並向所並向所

屬部屬部屬部屬部門門門門或小組或團契報名或小組或團契報名或小組或團契報名或小組或團契報名，，，，以便教會預備午膳以便教會預備午膳以便教會預備午膳以便教會預備午膳。。。。 

7.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學道班將於學道班將於學道班將於學道班將於 10 月份開班月份開班月份開班月份開班，，，，請參加者預留請參加者預留請參加者預留請參加者預留 8-10 星期學習時間星期學習時間星期學習時間星期學習時間。。。。 

8. 鄭瑞芬教師已於鄭瑞芬教師已於鄭瑞芬教師已於鄭瑞芬教師已於 1/9 離任本堂教師職務離任本堂教師職務離任本堂教師職務離任本堂教師職務，，，，請為其尋覓新的工場代禱請為其尋覓新的工場代禱請為其尋覓新的工場代禱請為其尋覓新的工場代禱，，，，求上帝預求上帝預求上帝預求上帝預

備備備備。。。。 

9. 禾信之學生團契將於禾信之學生團契將於禾信之學生團契將於禾信之學生團契將於 10 月開始月開始月開始月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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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本會青少年部於本會青少年部於本會青少年部於本會青少年部於 16/10(六六六六)舉辦運動會舉辦運動會舉辦運動會舉辦運動會，，，，歡迎所有青少年肢體參加歡迎所有青少年肢體參加歡迎所有青少年肢體參加歡迎所有青少年肢體參加，，，，另內地關另內地關另內地關另內地關

懷小組舉辦之助學訪問團亦將於懷小組舉辦之助學訪問團亦將於懷小組舉辦之助學訪問團亦將於懷小組舉辦之助學訪問團亦將於 18-23/10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 

11. 本會於本會於本會於本會於 19/9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30 假真理堂舉行按立劉其盛教師假真理堂舉行按立劉其盛教師假真理堂舉行按立劉其盛教師假真理堂舉行按立劉其盛教師(靈安堂靈安堂靈安堂靈安堂))))、、、、余霞飛余霞飛余霞飛余霞飛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天天天天

恩堂恩堂恩堂恩堂))))、、、、卜信心卜信心卜信心卜信心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救恩堂救恩堂救恩堂救恩堂)為牧師典為牧師典為牧師典為牧師典禮禮禮禮，，，，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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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信義宗神學院於信義宗神學院於信義宗神學院於信義宗神學院於 31/10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 2010 步行籌步行籌步行籌步行籌款款款款，，，，目標為目標為目標為目標為$100$100$100$10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作作作作

為支持為支持為支持為支持「「「「儲備教授儲備教授儲備教授儲備教授」」」」培育計劃之用培育計劃之用培育計劃之用培育計劃之用，，，，歡迎肢歡迎肢歡迎肢歡迎肢體體體體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13. 本會沙田區堂會將於本會沙田區堂會將於本會沙田區堂會將於本會沙田區堂會將於 23/10,30/10,6/11,20/11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9:30 假信義會救恩堂舉假信義會救恩堂舉假信義會救恩堂舉假信義會救恩堂舉

辦傳道書研讀課辦傳道書研讀課辦傳道書研讀課辦傳道書研讀課程程程程，，，，敦請建道神學院謝慧兒博士主講敦請建道神學院謝慧兒博士主講敦請建道神學院謝慧兒博士主講敦請建道神學院謝慧兒博士主講，，，，全期費用全期費用全期費用全期費用$200$200$200$200，，，，15/1015/1015/1015/10

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請肢體預留時間學習請肢體預留時間學習請肢體預留時間學習請肢體預留時間學習。。。。 

二二二二.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譚志雄弟兄與張少芳姊妹將於譚志雄弟兄與張少芳姊妹將於譚志雄弟兄與張少芳姊妹將於譚志雄弟兄與張少芳姊妹將於 18/9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11:30 假信義會救恩堂舉行婚禮假信義會救恩堂舉行婚禮假信義會救恩堂舉行婚禮假信義會救恩堂舉行婚禮，，，，本本本本

堂謹祝賀他們永結同堂謹祝賀他們永結同堂謹祝賀他們永結同堂謹祝賀他們永結同心心心心，，，，主裏合一主裏合一主裏合一主裏合一。。。。 

2. 潔皿已於潔皿已於潔皿已於潔皿已於 18/8 前往創啟地方作為期一年的短宣前往創啟地方作為期一年的短宣前往創啟地方作為期一年的短宣前往創啟地方作為期一年的短宣，，，，一切已安頓一切已安頓一切已安頓一切已安頓好好好好，，，，並已開展接並已開展接並已開展接並已開展接

觸學生的工作觸學生的工作觸學生的工作觸學生的工作。。。。 

3. 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Susanna)之大伯於美國逝之大伯於美國逝之大伯於美國逝之大伯於美國逝世世世世，，，，Susanna 視他如同父視他如同父視他如同父視他如同父親親親親，，，，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Susanna 及其家人喪親之及其家人喪親之及其家人喪親之及其家人喪親之痛痛痛痛，，，，求上帝安慰求上帝安慰求上帝安慰求上帝安慰。。。。 

4. 謝詩淇姊妹謝詩淇姊妹謝詩淇姊妹謝詩淇姊妹於於於於 19/8 做了小手術做了小手術做了小手術做了小手術，，，，現正休養當中現正休養當中現正休養當中現正休養當中，，，，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5. 張狄玉英師母之父親主懷安息張狄玉英師母之父親主懷安息張狄玉英師母之父親主懷安息張狄玉英師母之父親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 29/8 舉舉舉舉行行行行，，，，求上帝安慰張求上帝安慰張求上帝安慰張求上帝安慰張師母師母師母師母

及其家人及其家人及其家人及其家人。。。。 

6. 提摩太團契團友彭采瑜及陳孜孜已從內地及外地交流回提摩太團契團友彭采瑜及陳孜孜已從內地及外地交流回提摩太團契團友彭采瑜及陳孜孜已從內地及外地交流回提摩太團契團友彭采瑜及陳孜孜已從內地及外地交流回港港港港，，，，而梁詩雅則於而梁詩雅則於而梁詩雅則於而梁詩雅則於

30/8 前前前前往內地工作半往內地工作半往內地工作半往內地工作半年年年年，，，，請記念其生活及工作適應請記念其生活及工作適應請記念其生活及工作適應請記念其生活及工作適應。。。。 

7. 賴步雲伯伯寛骨之傷賴步雲伯伯寛骨之傷賴步雲伯伯寛骨之傷賴步雲伯伯寛骨之傷患患患患，，，，謝玉冰婆婆及李金玉婆婆之痛症近期時常復謝玉冰婆婆及李金玉婆婆之痛症近期時常復謝玉冰婆婆及李金玉婆婆之痛症近期時常復謝玉冰婆婆及李金玉婆婆之痛症近期時常復發發發發，，，，請請請請

為他們禱告為他們禱告為他們禱告為他們禱告，，，，求上帝醫治求上帝醫治求上帝醫治求上帝醫治。。。。 

 

三三三三.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遷堂後與學校之協調適應及肢體之投入委身事奉代禱遷堂後與學校之協調適應及肢體之投入委身事奉代禱遷堂後與學校之協調適應及肢體之投入委身事奉代禱遷堂後與學校之協調適應及肢體之投入委身事奉代禱。。。。 

2. 為為為為禾信之學生及家長福音工作籌禾信之學生及家長福音工作籌禾信之學生及家長福音工作籌禾信之學生及家長福音工作籌備備備備，，，，人手安排禱告人手安排禱告人手安排禱告人手安排禱告。。。。 

3. 為為為為新執事之融新執事之融新執事之融新執事之融合合合合，，，，適應代禱適應代禱適應代禱適應代禱。。。。 

4. 為為為為教牧同教牧同教牧同教牧同工工工工，，，，所有事奉人員身心靈禱告所有事奉人員身心靈禱告所有事奉人員身心靈禱告所有事奉人員身心靈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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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為為為身心身心身心身心靈靈靈靈軟弱肢體代禱軟弱肢體代禱軟弱肢體代禱軟弱肢體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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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年年年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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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二二二二) 
香港信義宗聯會同工聯禱會香港信義宗聯會同工聯禱會香港信義宗聯會同工聯禱會香港信義宗聯會同工聯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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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日日日) 中小學教師日中小學教師日中小學教師日中小學教師日 中小學教師中小學教師中小學教師中小學教師 學學學學校教育部校教育部校教育部校教育部 

19(六六六六) 譚志雄和張少芳婚禮譚志雄和張少芳婚禮譚志雄和張少芳婚禮譚志雄和張少芳婚禮 全體教友全體教友全體教友全體教友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9(六六六六) 按牧典禮按牧典禮按牧典禮按牧典禮 全體教友全體教友全體教友全體教友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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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六六六六) 
2-3.102010 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 

「「「「比賽人生比賽人生比賽人生比賽人生@Here I Stand」」」」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信徒信徒信徒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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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 全體教牧同工全體教牧同工全體教牧同工全體教牧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0(五五五五) 第三屆差傳節典禮第三屆差傳節典禮第三屆差傳節典禮第三屆差傳節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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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五五五五) 15,22,29,5 禮儀插花班禮儀插花班禮儀插花班禮儀插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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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六六六六) 青少年部運動會青少年部運動會青少年部運動會青少年部運動會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信徒信徒信徒信徒 
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 

18(一一一一) 18-23 湖南懷化十週年助學訪問團湖南懷化十週年助學訪問團湖南懷化十週年助學訪問團湖南懷化十週年助學訪問團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內地教會關懷小組內地教會關懷小組內地教會關懷小組內地教會關懷小組 

 

十十十十 

月月月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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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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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澤森黃澤森黃澤森黃澤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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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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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吳吳吳吳    蝶蝶蝶蝶 2/10 

3/10 4/10 *譚智輝譚智輝譚智輝譚智輝 5/10 6/10 黎美君黎美君黎美君黎美君 7/10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8/10 9/10 

10/10 11/10 12/10 13/10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14/10 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 

     陳錦海陳錦海陳錦海陳錦海 

15/10 16/10 

17/10 18/10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19/10 20/10 21/10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22/10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23/10 吳淑華吳淑華吳淑華吳淑華 

24/10 25/10 26/10 27/10 28/10 29/10 30/10 楊玲弟楊玲弟楊玲弟楊玲弟 

31/10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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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差傳節慶 

主題: 你我攜手.宣火相傳 

日期: 2010 年 10 月 10 日    下午 2:30-5:00 

地點: 九龍油麻地真光女書院 

內容: 攜手大追蹤、頌讚、話劇、宣教士差遣禮、傳承禮 

本堂將負責部份環節, 歡迎眾肢體出席, 踴躍支持差傳

事工! 
 

 

為本會宣教工場代禱 

斐濟 

1. 曾國輝已返回斐濟服待, 現暫住肢體家中, 求主為他們預備合適的

居所得以安頓。 

2. 為 12 月 9-31 日斐濟短宣隊的籌備, 求主預備人手。 

 

柬埔寨 

1. 海宣部已通過在金邊購買一幢樓房作長遠發展, 現尚欠港幣 50 萬

資金, 求主預備。 

 

泰國 

1. 請繼續為當地政治局勢穩定代禱, 賜人平安的主保守這國家。 

2. 請為滙恩堂新傳道人與會友的彼此適應代禱。 

3. 為歐陽姑娘的簽證續期申請代禱,並求主保守她在港述職期間與家

人的相聚。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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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耶和華以勒耶和華以勒耶和華以勒耶和華以勒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八月六日是教會正式在新堂聚會的日子八月六日是教會正式在新堂聚會的日子八月六日是教會正式在新堂聚會的日子八月六日是教會正式在新堂聚會的日子。。。。看見一眾青少年人湧看見一眾青少年人湧看見一眾青少年人湧看見一眾青少年人湧

進教會進教會進教會進教會，，，，好不熱閙好不熱閙好不熱閙好不熱閙，，，，大家表現得好像大家表現得好像大家表現得好像大家表現得好像「「「「鄉下佬出城鄉下佬出城鄉下佬出城鄉下佬出城」」」」，，，，份外新奇與份外新奇與份外新奇與份外新奇與

興奮興奮興奮興奮。。。。 

八月七日第一次在新堂一樓活動室崇拜八月七日第一次在新堂一樓活動室崇拜八月七日第一次在新堂一樓活動室崇拜八月七日第一次在新堂一樓活動室崇拜，，，，那那那那擁擁擁擁擠的景像令我想擠的景像令我想擠的景像令我想擠的景像令我想

起當年在瀝源邨舊堂崇拜時那擠起當年在瀝源邨舊堂崇拜時那擠起當年在瀝源邨舊堂崇拜時那擠起當年在瀝源邨舊堂崇拜時那擠逼逼逼逼的情況一樣的情況一樣的情況一樣的情況一樣。。。。 

回想起來回想起來回想起來回想起來，，，，上帝的供應和預備實在無微不至上帝的供應和預備實在無微不至上帝的供應和預備實在無微不至上帝的供應和預備實在無微不至，，，，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充充充充足有餘足有餘足有餘足有餘，，，，

超過超過超過超過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所想所求所想所求所想所求所想所求。。。。教會從狹小的空間教會從狹小的空間教會從狹小的空間教會從狹小的空間、、、、設施的殘舊設施的殘舊設施的殘舊設施的殘舊、、、、設備的不足設備的不足設備的不足設備的不足，，，，

到今天空間的廣闊到今天空間的廣闊到今天空間的廣闊到今天空間的廣闊、、、、新設備新設備新設備新設備的的的的添置添置添置添置，，，，可可可可謂應有盡有謂應有盡有謂應有盡有謂應有盡有，，，，若不是耶和華若不是耶和華若不是耶和華若不是耶和華

以勒以勒以勒以勒────────上帝的預備上帝的預備上帝的預備上帝的預備，，，，又是什麼呢又是什麼呢又是什麼呢又是什麼呢？？？？ 

可能大家並不時常在教會可能大家並不時常在教會可能大家並不時常在教會可能大家並不時常在教會，，，，感受未及我的深切感受未及我的深切感受未及我的深切感受未及我的深切，，，，但我想但我想但我想但我想表逹的表逹的表逹的表逹的

是是是是：：：：今天我們所擁有的並非必然今天我們所擁有的並非必然今天我們所擁有的並非必然今天我們所擁有的並非必然，，，，而而而而是是是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供應上帝的供應上帝的供應上帝的供應，，，，

上帝的預備上帝的預備上帝的預備上帝的預備。。。。 

我喜見在整個我喜見在整個我喜見在整個我喜見在整個遷堂遷堂遷堂遷堂、、、、裝修裝修裝修裝修、、、、執拾過程中執拾過程中執拾過程中執拾過程中，，，，不少肢體不少肢體不少肢體不少肢體，，，，特別是遷特別是遷特別是遷特別是遷

堂小組的成員堂小組的成員堂小組的成員堂小組的成員，，，，他們那份委身他們那份委身他們那份委身他們那份委身，，，，熱誠熱誠熱誠熱誠，，，，激勵我在意志消沈和低落時激勵我在意志消沈和低落時激勵我在意志消沈和低落時激勵我在意志消沈和低落時，，，，

仍堅守上帝賦予我牧者的職份仍堅守上帝賦予我牧者的職份仍堅守上帝賦予我牧者的職份仍堅守上帝賦予我牧者的職份。。。。同工們同工們同工們同工們，，，，眾肢體們眾肢體們眾肢體們眾肢體們，，，，多謝您們的鼓多謝您們的鼓多謝您們的鼓多謝您們的鼓

勵勵勵勵。。。。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叫愛叫愛叫愛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的人得益處的人得益處的人得益處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就是按他旨就是按他旨就是按他旨  

    意被召的人意被召的人意被召的人意被召的人。。。。」」」」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 8:28 

「「「「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我要舉起救恩的我要舉起救恩的我要舉起救恩的

杯杯杯杯，，，，稱揚耶和華的名稱揚耶和華的名稱揚耶和華的名稱揚耶和華的名。。。。」」」」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11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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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皿的第一封家書潔皿的第一封家書潔皿的第一封家書潔皿的第一封家書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 , , 因仍未裝好安全的上網裝置因仍未裝好安全的上網裝置因仍未裝好安全的上網裝置因仍未裝好安全的上網裝置, , , , 所以不方便直接描述我的工作或相關詞語所以不方便直接描述我的工作或相關詞語所以不方便直接描述我的工作或相關詞語所以不方便直接描述我的工作或相關詞語) ) ) )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 ! ! 我是潔皿我是潔皿我是潔皿我是潔皿。。。。我已經來了三個星期啦我已經來了三個星期啦我已經來了三個星期啦我已經來了三個星期啦! ! ! ! 大家好嗎大家好嗎大家好嗎大家好嗎? ? ? ?     

    

來到這兒來到這兒來到這兒來到這兒，，，，我的生活非常充實我的生活非常充實我的生活非常充實我的生活非常充實，，，，好像沒有哪天我是整天在家的好像沒有哪天我是整天在家的好像沒有哪天我是整天在家的好像沒有哪天我是整天在家的，，，，頭幾天出去買東西添置頭幾天出去買東西添置頭幾天出去買東西添置頭幾天出去買東西添置，，，，

有一天我在家抹玻璃有一天我在家抹玻璃有一天我在家抹玻璃有一天我在家抹玻璃，，，，當晚便病倒了當晚便病倒了當晚便病倒了當晚便病倒了，，，，之後兩天我還要全天開會之後兩天我還要全天開會之後兩天我還要全天開會之後兩天我還要全天開會，，，，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還直接還直接還直接還直接

及間接傳染給兩個朋友及間接傳染給兩個朋友及間接傳染給兩個朋友及間接傳染給兩個朋友！！！！    有點辛苦有點辛苦有點辛苦有點辛苦，，，，除了是病了除了是病了除了是病了除了是病了((((現在已好得差不多了現在已好得差不多了現在已好得差不多了現在已好得差不多了，，，，只是有點咳只是有點咳只是有點咳只是有點咳))))，，，，

還因為我的語言系統需要適應還因為我的語言系統需要適應還因為我的語言系統需要適應還因為我的語言系統需要適應。。。。我以為自己語言天份還可以我以為自己語言天份還可以我以為自己語言天份還可以我以為自己語言天份還可以，，，，但聽困難但聽困難但聽困難但聽困難，，，，說也困難說也困難說也困難說也困難！！！！我我我我

挺難集中清楚聽到他們說的是什麼挺難集中清楚聽到他們說的是什麼挺難集中清楚聽到他們說的是什麼挺難集中清楚聽到他們說的是什麼，，，，常需要他們重覆常需要他們重覆常需要他們重覆常需要他們重覆，，，，加上那兩加上那兩加上那兩加上那兩天病了天病了天病了天病了，，，，就更加魂遊太就更加魂遊太就更加魂遊太就更加魂遊太

空了空了空了空了…………至於說至於說至於說至於說，，，，他們幾乎一聽就問我是否從國外來的他們幾乎一聽就問我是否從國外來的他們幾乎一聽就問我是否從國外來的他們幾乎一聽就問我是否從國外來的…………要裝要裝要裝要裝…………實在裝不了實在裝不了實在裝不了實在裝不了…………    

    

關於我的室友關於我的室友關於我的室友關於我的室友、、、、我的同事我的同事我的同事我的同事，，，，他們都非常好他們都非常好他們都非常好他們都非常好，，，，很關心我很關心我很關心我很關心我，，，，亦很細心照顧亦很細心照顧亦很細心照顧亦很細心照顧，，，，所以只怕我回來所以只怕我回來所以只怕我回來所以只怕我回來

後仍是依賴的老樣子後仍是依賴的老樣子後仍是依賴的老樣子後仍是依賴的老樣子！！！！    

對於我的生活對於我的生活對於我的生活對於我的生活、、、、飲食飲食飲食飲食，，，，大家都完全不用擔心大家都完全不用擔心大家都完全不用擔心大家都完全不用擔心，，，，因為我們住得實在太好因為我們住得實在太好因為我們住得實在太好因為我們住得實在太好！！！！如果少點工作的如果少點工作的如果少點工作的如果少點工作的

話話話話，，，，幾乎會錯誤引導大家我是來渡假呢幾乎會錯誤引導大家我是來渡假呢幾乎會錯誤引導大家我是來渡假呢幾乎會錯誤引導大家我是來渡假呢！！！！食方面食方面食方面食方面，，，，感謝父親在我過來之前給我的感謝父親在我過來之前給我的感謝父親在我過來之前給我的感謝父親在我過來之前給我的「「「「特訓特訓特訓特訓」，」，」，」，

我可以自己在這兒煮東西吃我可以自己在這兒煮東西吃我可以自己在這兒煮東西吃我可以自己在這兒煮東西吃，，，，味道還可以呢味道還可以呢味道還可以呢味道還可以呢！！！！        

        

聽說你們剛開了大會選了執事聽說你們剛開了大會選了執事聽說你們剛開了大會選了執事聽說你們剛開了大會選了執事…………我會在這兒為新一代當執事守望我會在這兒為新一代當執事守望我會在這兒為新一代當執事守望我會在這兒為新一代當執事守望，，，，盼望她能慢慢適應盼望她能慢慢適應盼望她能慢慢適應盼望她能慢慢適應，，，，

融入前輩啦融入前輩啦融入前輩啦融入前輩啦！！！！        

    

大家一同努力呀大家一同努力呀大家一同努力呀大家一同努力呀！！！！    常常想起常常想起常常想起常常想起大家的大家的大家的大家的        

潔皿潔皿潔皿潔皿    

6/9/2010 6/9/2010 6/9/2010 6/9/2010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八八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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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117 102 103 89 102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01 -- 22 --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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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中中中學級學級學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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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6 9 7 9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3 1  2 -- 2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4 2 3 3 -- 3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13  6 6 -- 8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3 7 4 7 -- 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9 -- -- -- -- 9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4 50 53 44 -- 50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9 13 16 --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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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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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25/9 2/10 9/10 16/10 23/10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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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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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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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禮婚禮婚禮婚禮) 

合團追月合團追月合團追月合團追月 

+新校燒新校燒新校燒新校燒

烤烤烤烤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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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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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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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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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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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3/10 日日日日)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 

行山暨行山暨行山暨行山暨 

愛筵席愛筵席愛筵席愛筵席

(2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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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六六六六) 

 

 (22/9 日日日日)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8/10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5/10 五五五五)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24/10 六六六六)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9 22/9 29/9 6/10 13/10 20/10 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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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八八八八) 

遊戲遊戲遊戲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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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至九七至九七至九七至九

月月月月)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八八八八) 

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 

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 

笑看人生笑看人生笑看人生笑看人生 

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

(九九九九)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齊禱告齊禱告齊禱告齊禱告 

（（（（弗弗弗弗 2:8, 

箴箴箴箴 14:26)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9/9 26/9 3/10 10/10 17/10 24/10 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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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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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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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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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國家及為國家及為國家及為國家及

領導人領導人領導人領導人 
--- 

為香港管為香港管為香港管為香港管

治者及治者及治者及治者及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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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年年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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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26/9 3/10 10/10 17/10 24/10 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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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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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二十一主日第二十一主日第二十一主日第二十一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二二二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降降降臨臨臨臨期期期期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三三三三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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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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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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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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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兆真院長周兆真院長周兆真院長周兆真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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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琪姊妹朱小琪姊妹朱小琪姊妹朱小琪姊妹 徐惠儀小姐徐惠儀小姐徐惠儀小姐徐惠儀小姐 

講講講講

員員員員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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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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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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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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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1:1-4,2:1-4 

提後提後提後提後 1:1-14 

路路路路 17:5-10 

王下王下王下王下 5:1-3, 

7-15 下下下下 

提後提後提後提後 2:8-15 

路路路路 17:11-19 

創創創創 32:22-31 

提後提後提後提後 3:14- 

4:5 

路路路路 18:1-8 

耶耶耶耶 14:7-10, 

19-22 

提後提後提後提後 4:6-8, 

16-18 

路路路路 18:9-14 

賽賽賽賽 1:10-18 

帖後帖後帖後帖後 1:1-4, 

11-12 

路路路路 19:1-10 

成成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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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兒兒兒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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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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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劉劉劉泳兒泳兒泳兒泳兒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司司司司

獻獻獻獻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王浩陽王浩陽王浩陽王浩陽 --- 張靜張靜張靜張靜 ---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蔡碧君蔡碧君蔡碧君蔡碧君 梁芷雯梁芷雯梁芷雯梁芷雯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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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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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聖聖聖聖)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後後後後)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地地地地)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聖聖聖聖)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後後後後)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地地地地) 

梁依廷梁依廷梁依廷梁依廷(聖聖聖聖) 

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後後後後)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地地地地) 

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聖聖聖聖)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後後後後)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地地地地)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聖聖聖聖)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後後後後)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地地地地)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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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61, 

363,371 

211,274,407,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6,226 

467,415, 

459,439 

206,342,397,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7,297 

70,449, 

326,229 詩詩詩詩

歌歌歌歌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佳佳佳佳 92,佳佳佳佳 58 

佳佳佳佳 66 
--- 

佳佳佳佳 128,佳佳佳佳 63 

佳佳佳佳 82 
--- 

佳佳佳佳 128,佳佳佳佳 77 

佳佳佳佳 82 
---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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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月月月月)、、、、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九九九九月月月月)、、、、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