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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遷堂後感遷堂後感遷堂後感遷堂後感               趙仕傑弟兄趙仕傑弟兄趙仕傑弟兄趙仕傑弟兄 

(本堂執事部主席本堂執事部主席本堂執事部主席本堂執事部主席) 
 

以下摘錄一些堂會裝修工程期間鮮為人知的片段以下摘錄一些堂會裝修工程期間鮮為人知的片段以下摘錄一些堂會裝修工程期間鮮為人知的片段以下摘錄一些堂會裝修工程期間鮮為人知的片段 : 

 

� 冗長的遷堂小組會議冗長的遷堂小組會議冗長的遷堂小組會議冗長的遷堂小組會議，，，，就選擇承辦商就選擇承辦商就選擇承辦商就選擇承辦商，，，，設計設計設計設計，，，，選材不斷的討論選材不斷的討論選材不斷的討論選材不斷的討論，，，，修修修修

改改改改 …… 再修改再修改再修改再修改。。。。 

� 工程因各種不能控制的因素工程因各種不能控制的因素工程因各種不能控制的因素工程因各種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房署在新校之基本維修包括房署在新校之基本維修包括房署在新校之基本維修包括房署在新校之基本維修，，，，供電供電供電供電，，，，

消防系統裝置等消防系統裝置等消防系統裝置等消防系統裝置等) 而一再受阻而一再受阻而一再受阻而一再受阻。。。。 

� 與承辦商的討價還價與承辦商的討價還價與承辦商的討價還價與承辦商的討價還價，，，，施工期限施工期限施工期限施工期限，，，，工程素質之要求工程素質之要求工程素質之要求工程素質之要求”爭論爭論爭論爭論”不休不休不休不休，，，，當當當當

中確實擦出了不少火花中確實擦出了不少火花中確實擦出了不少火花中確實擦出了不少火花！！！！感恩的是負責人是位愛主及說理的弟感恩的是負責人是位愛主及說理的弟感恩的是負責人是位愛主及說理的弟感恩的是負責人是位愛主及說理的弟

兄兄兄兄，，，，事事有商有量事事有商有量事事有商有量事事有商有量！！！！ 

� 為慳錢為慳錢為慳錢為慳錢，，，，自己買冷氣自己買冷氣自己買冷氣自己買冷氣，，，，找外判冷氣工程承辦商找外判冷氣工程承辦商找外判冷氣工程承辦商找外判冷氣工程承辦商，，，，滿以為萬事可互相滿以為萬事可互相滿以為萬事可互相滿以為萬事可互相

効効効効力力力力，，，，結果弄得一團糟結果弄得一團糟結果弄得一團糟結果弄得一團糟！！！！(因不同工程承辦商於其本身角色中很難因不同工程承辦商於其本身角色中很難因不同工程承辦商於其本身角色中很難因不同工程承辦商於其本身角色中很難

合作地互相配合合作地互相配合合作地互相配合合作地互相配合，，，， 總有些問題要我們介入總有些問題要我們介入總有些問題要我們介入總有些問題要我們介入 --- 極煩極煩極煩極煩！！！！縱使筆者仍縱使筆者仍縱使筆者仍縱使筆者仍

然認為是值得的然認為是值得的然認為是值得的然認為是值得的。。。。) 

� 師丈領軍在舊校拆回不少可用物資師丈領軍在舊校拆回不少可用物資師丈領軍在舊校拆回不少可用物資師丈領軍在舊校拆回不少可用物資 --- 影音設備影音設備影音設備影音設備，，，，書櫃書櫃書櫃書櫃，，，，燈盤燈盤燈盤燈盤，，，，電電電電

風扇風扇風扇風扇，，，，射燈射燈射燈射燈 …… (師丈是犧牲自己好幾天大假義務獻給教會師丈是犧牲自己好幾天大假義務獻給教會師丈是犧牲自己好幾天大假義務獻給教會師丈是犧牲自己好幾天大假義務獻給教會，，，，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時還是單獨行動時還是單獨行動時還是單獨行動時還是單獨行動，，，，而且每次都要身水身汗而且每次都要身水身汗而且每次都要身水身汗而且每次都要身水身汗 --- 不得不佩服不得不佩服不得不佩服不得不佩服，，，，並致並致並致並致

敬敬敬敬！！！！) 

� 賦仔賦仔賦仔賦仔，，，，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恩諾恩諾恩諾恩諾，，，，馮瑞傑馮瑞傑馮瑞傑馮瑞傑，，，，Wilson ….. 還有其他猛男仗義協助還有其他猛男仗義協助還有其他猛男仗義協助還有其他猛男仗義協助

把外來物資搬運到新堂把外來物資搬運到新堂把外來物資搬運到新堂把外來物資搬運到新堂 --- 又是身水身汗又是身水身汗又是身水身汗又是身水身汗！！！！ 

� 禾信校長及學校同工協力與堂會合作禾信校長及學校同工協力與堂會合作禾信校長及學校同工協力與堂會合作禾信校長及學校同工協力與堂會合作，，，，以促成搬遷大計以促成搬遷大計以促成搬遷大計以促成搬遷大計。。。。 

� 搬遷後初搬遷後初搬遷後初搬遷後初期期期期，，，，物資堆積如山物資堆積如山物資堆積如山物資堆積如山 --- 完全不像樣完全不像樣完全不像樣完全不像樣！！！！稍為執拾一下稍為執拾一下稍為執拾一下稍為執拾一下，，，，騰出騰出騰出騰出

空間空間空間空間，，，，看上又不錯看上又不錯看上又不錯看上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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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子細小的吳牧師經常於工場監工並不時與承辦商周旋個子細小的吳牧師經常於工場監工並不時與承辦商周旋個子細小的吳牧師經常於工場監工並不時與承辦商周旋個子細小的吳牧師經常於工場監工並不時與承辦商周旋，，，，務使工程務使工程務使工程務使工程

能按要求施工能按要求施工能按要求施工能按要求施工(有時還能成功爭取到一些額外的免費服務有時還能成功爭取到一些額外的免費服務有時還能成功爭取到一些額外的免費服務有時還能成功爭取到一些額外的免費服務 --- 也許也許也許也許

是是是是”俾面俾面俾面俾面”牧師吧牧師吧牧師吧牧師吧！！！！) 

� 遷堂小組成員遷堂小組成員遷堂小組成員遷堂小組成員，，，，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 Susanna 和李志雄認真審視做畢之工程和李志雄認真審視做畢之工程和李志雄認真審視做畢之工程和李志雄認真審視做畢之工程，，，，

遂處量度遂處量度遂處量度遂處量度，，，，查找不足查找不足查找不足查找不足，，，，於最終工程造價中跟承辦商討價還價於最終工程造價中跟承辦商討價還價於最終工程造價中跟承辦商討價還價於最終工程造價中跟承辦商討價還價，，，，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爭取到可觀的下調幅度爭取到可觀的下調幅度爭取到可觀的下調幅度爭取到可觀的下調幅度。。。。 

 

搬遷工程期間屢見吳牧師及師丈無私及勞心勞力的奉獻搬遷工程期間屢見吳牧師及師丈無私及勞心勞力的奉獻搬遷工程期間屢見吳牧師及師丈無私及勞心勞力的奉獻搬遷工程期間屢見吳牧師及師丈無私及勞心勞力的奉獻，，，，再加上肢體再加上肢體再加上肢體再加上肢體

們於被邀時二話不說的答應幫忙們於被邀時二話不說的答應幫忙們於被邀時二話不說的答應幫忙們於被邀時二話不說的答應幫忙，，，，都讓筆者感到很欣慰都讓筆者感到很欣慰都讓筆者感到很欣慰都讓筆者感到很欣慰。。。。這印証了家這印証了家這印証了家這印証了家

庭成員愛家的表現庭成員愛家的表現庭成員愛家的表現庭成員愛家的表現，，，，亦發揮亦發揮亦發揮亦發揮萬事互相效力的果效萬事互相效力的果效萬事互相效力的果效萬事互相效力的果效，，，，為要盡力建立基督為要盡力建立基督為要盡力建立基督為要盡力建立基督

的身體的身體的身體的身體。。。。遷堂後遷堂後遷堂後遷堂後，，，，你的感覺如何你的感覺如何你的感覺如何你的感覺如何？？？？會否因著地點隔涉了些而有點不會否因著地點隔涉了些而有點不會否因著地點隔涉了些而有點不會否因著地點隔涉了些而有點不

滿滿滿滿？？？？還是因堂會的新景象而興奮還是因堂會的新景象而興奮還是因堂會的新景象而興奮還是因堂會的新景象而興奮？？？？筆者感恩有份參與此大工程筆者感恩有份參與此大工程筆者感恩有份參與此大工程筆者感恩有份參與此大工程 (但說但說但說但說

實話實話實話實話，，，，真的不希望再有下次真的不希望再有下次真的不希望再有下次真的不希望再有下次！！！！)，，，，過程中學習到很多功課過程中學習到很多功課過程中學習到很多功課過程中學習到很多功課，，，，亦觀察到很亦觀察到很亦觀察到很亦觀察到很

多以前沒有留意到的人多以前沒有留意到的人多以前沒有留意到的人多以前沒有留意到的人，，，，事事事事，，，，物物物物！！！！有限的空間和寬敞的設計原來可以有限的空間和寬敞的設計原來可以有限的空間和寬敞的設計原來可以有限的空間和寬敞的設計原來可以

並存並存並存並存；；；；財政緊絀之際原來衆教友已準備加大預算財政緊絀之際原來衆教友已準備加大預算財政緊絀之際原來衆教友已準備加大預算財政緊絀之際原來衆教友已準備加大預算；；；；不可能於限期前完不可能於限期前完不可能於限期前完不可能於限期前完

工的工程亦順利完成工的工程亦順利完成工的工程亦順利完成工的工程亦順利完成。。。。最後最後最後最後，，，，當然明白一切都是上帝的作為當然明白一切都是上帝的作為當然明白一切都是上帝的作為當然明白一切都是上帝的作為。。。。 

 

還記得師丈一句發人心省的話還記得師丈一句發人心省的話還記得師丈一句發人心省的話還記得師丈一句發人心省的話 ：：：：硬件有了硬件有了硬件有了硬件有了，，，，下一步要看大家如何努下一步要看大家如何努下一步要看大家如何努下一步要看大家如何努

力做好力做好力做好力做好”人人人人”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 --- 著力發展學校福音工作著力發展學校福音工作著力發展學校福音工作著力發展學校福音工作！！！！九月二九月二九月二九月二十五日主日十五日主日十五日主日十五日主日

學部與團契部於新校舉辦了一個中秋活動學部與團契部於新校舉辦了一個中秋活動學部與團契部於新校舉辦了一個中秋活動學部與團契部於新校舉辦了一個中秋活動，，，，活動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活動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活動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活動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

介紹沐恩堂給介紹沐恩堂給介紹沐恩堂給介紹沐恩堂給禾信學生及家長禾信學生及家長禾信學生及家長禾信學生及家長認識認識認識認識。。。。於舊生分享環節中幾位禾信舊生於舊生分享環節中幾位禾信舊生於舊生分享環節中幾位禾信舊生於舊生分享環節中幾位禾信舊生

(現本堂教友現本堂教友現本堂教友現本堂教友)分享他們過去於學校及教會中成長的經歷分享他們過去於學校及教會中成長的經歷分享他們過去於學校及教會中成長的經歷分享他們過去於學校及教會中成長的經歷。。。。分享中提到分享中提到分享中提到分享中提到

因為教會給予他們的關愛因為教會給予他們的關愛因為教會給予他們的關愛因為教會給予他們的關愛、、、、教導和幫助教導和幫助教導和幫助教導和幫助，，，，叫他們明白亦體會到基督的叫他們明白亦體會到基督的叫他們明白亦體會到基督的叫他們明白亦體會到基督的

愛愛愛愛，，，，並願意留於這個家並願意留於這個家並願意留於這個家並願意留於這個家。。。。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他們都已成長他們都已成長他們都已成長他們都已成長，，，，亦正為這個家出力亦正為這個家出力亦正為這個家出力亦正為這個家出力！！！！

多麼能夠觸動信徒的見證多麼能夠觸動信徒的見證多麼能夠觸動信徒的見證多麼能夠觸動信徒的見證，，，，是嗎是嗎是嗎是嗎？？？？筆者深信這個故事是會延續下去筆者深信這個故事是會延續下去筆者深信這個故事是會延續下去筆者深信這個故事是會延續下去

的的的的，，，，亦深信這是上帝將沐恩堂置於禾信的心意亦深信這是上帝將沐恩堂置於禾信的心意亦深信這是上帝將沐恩堂置於禾信的心意亦深信這是上帝將沐恩堂置於禾信的心意。。。。 

 

你覺得面前的沐恩堂樣貌你覺得面前的沐恩堂樣貌你覺得面前的沐恩堂樣貌你覺得面前的沐恩堂樣貌 / 景況如何景況如何景況如何景況如何？？？？你和你和你和你和”她她她她”的關係又如何的關係又如何的關係又如何的關係又如何？？？？事事事事

實上實上實上實上，，，，沐恩堂中不乏能幹有料之士沐恩堂中不乏能幹有料之士沐恩堂中不乏能幹有料之士沐恩堂中不乏能幹有料之士，，，，這都是堂會的寶藏這都是堂會的寶藏這都是堂會的寶藏這都是堂會的寶藏。。。。然而然而然而然而，，，，要教要教要教要教

會健康成長會健康成長會健康成長會健康成長，，，，筆者認為更需要的是多些筆者認為更需要的是多些筆者認為更需要的是多些筆者認為更需要的是多些”有心有心有心有心”人人人人。。。。堂會今年的主題是堂會今年的主題是堂會今年的主題是堂會今年的主題是

『『『『合一合一合一合一』，』，』，』，你願意再努力一點與其他肢體去建立這個家嗎你願意再努力一點與其他肢體去建立這個家嗎你願意再努力一點與其他肢體去建立這個家嗎你願意再努力一點與其他肢體去建立這個家嗎？？？？ 
 

 

 



3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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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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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80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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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6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6 人人人人。。。。 

2. 本堂下年度執事已進行互選結果如下本堂下年度執事已進行互選結果如下本堂下年度執事已進行互選結果如下本堂下年度執事已進行互選結果如下：：：：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副主席兼副主席兼副主席兼副主席兼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文書兼主日學部文書兼主日學部文書兼主日學部文書兼主日學部────────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司庫兼團契部司庫兼團契部司庫兼團契部司庫兼團契部────────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會計兼會計兼會計兼會計兼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請各位肢體請各位肢體請各位肢體請各位肢體

為執事代禱為執事代禱為執事代禱為執事代禱，，，，守望守望守望守望。。。。 

3. 本堂主日本堂主日本堂主日本堂主日學部與團契部於學部與團契部於學部與團契部於學部與團契部於 29/9 下年下年下年下年 4:00-8:00 合辦的追月歡聚在沐恩聚會合辦的追月歡聚在沐恩聚會合辦的追月歡聚在沐恩聚會合辦的追月歡聚在沐恩聚會，，，，共共共共

有有有有 60 多位禾信學生與家長出席參加多位禾信學生與家長出席參加多位禾信學生與家長出席參加多位禾信學生與家長出席參加，，，，氣氛融洽氣氛融洽氣氛融洽氣氛融洽，，，，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 

4. 本堂與禾輋信義學校課外活動組於本堂與禾輋信義學校課外活動組於本堂與禾輋信義學校課外活動組於本堂與禾輋信義學校課外活動組於 10 月起開辦學生團契月起開辦學生團契月起開辦學生團契月起開辦學生團契，，，，現參加學生共有現參加學生共有現參加學生共有現參加學生共有 37

位位位位，，，，協助老師有五位協助老師有五位協助老師有五位協助老師有五位，，，，盼望藉此平台能帶領學生認識耶穌盼望藉此平台能帶領學生認識耶穌盼望藉此平台能帶領學生認識耶穌盼望藉此平台能帶領學生認識耶穌，，，，並且融入教會並且融入教會並且融入教會並且融入教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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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籌款步籌款步籌款步籌款，，，，目標為目標為目標為目標為 10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作為支作為支作為支作為支

持持持持「「「「儲備教授儲備教授儲備教授儲備教授」」」」培育培育培育培育計劃之用計劃之用計劃之用計劃之用，，，，歡迎肢體參與歡迎肢體參與歡迎肢體參與歡迎肢體參與。。。。 

6. 本本本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會信徒培育部將於 7/11 舉辦一個名為舉辦一個名為舉辦一個名為舉辦一個名為『『『『齊來齊來齊來齊來搞搞搞搞「「「「喜喜喜喜」」」」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之交流會之交流會之交流會之交流會，，，，

將有本會救恩堂將有本會救恩堂將有本會救恩堂將有本會救恩堂、、、、恩澤堂及信愛堂之主日學負責人分享恩澤堂及信愛堂之主日學負責人分享恩澤堂及信愛堂之主日學負責人分享恩澤堂及信愛堂之主日學負責人分享經驗經驗經驗經驗，，，，並並並並有信義宗神有信義宗神有信義宗神有信義宗神

學院孫玉芝老師作總結及給予意見學院孫玉芝老師作總結及給予意見學院孫玉芝老師作總結及給予意見學院孫玉芝老師作總結及給予意見。。。。歡迎教牧同工歡迎教牧同工歡迎教牧同工歡迎教牧同工，，，，主日學校長主日學校長主日學校長主日學校長及教職員參及教職員參及教職員參及教職員參

加加加加，，，，地點為本會頌恩堂地點為本會頌恩堂地點為本會頌恩堂地點為本會頌恩堂，，，，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40 位位位位，，，，1/11 前截止報名前截止報名前截止報名前截止報名。。。。 

7. 本會信徒培育部亦將於本會信徒培育部亦將於本會信徒培育部亦將於本會信徒培育部亦將於 12/11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 假信義樓五樓舉辦假信義樓五樓舉辦假信義樓五樓舉辦假信義樓五樓舉辦「「「「活在上帝話語中活在上帝話語中活在上帝話語中活在上帝話語中」」」」 

，，，，由張振華牧師主講由張振華牧師主講由張振華牧師主講由張振華牧師主講，，，，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100 位位位位，，，，費用費用費用費用＄＄＄＄50，，，，2/11 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歡迎肢體參歡迎肢體參歡迎肢體參歡迎肢體參

加加加加。。。。 

8.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舉行第十六屆培靈奮興大會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舉行第十六屆培靈奮興大會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舉行第十六屆培靈奮興大會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舉行第十六屆培靈奮興大會，，，，日期為日期為日期為日期為 1/11-7/11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地點在尖沙咀浸信會地點在尖沙咀浸信會地點在尖沙咀浸信會地點在尖沙咀浸信會，，，，敦請中華神學院院長李寶珠牧師主講敦請中華神學院院長李寶珠牧師主講敦請中華神學院院長李寶珠牧師主講敦請中華神學院院長李寶珠牧師主講，，，，歡迎肢體踴躍歡迎肢體踴躍歡迎肢體踴躍歡迎肢體踴躍

赴會赴會赴會赴會，，，，藉此同蒙牧養造就藉此同蒙牧養造就藉此同蒙牧養造就藉此同蒙牧養造就，，，，榮耀上帝榮耀上帝榮耀上帝榮耀上帝。。。。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趙仕傑弟兄母親癌病復趙仕傑弟兄母親癌病復趙仕傑弟兄母親癌病復趙仕傑弟兄母親癌病復發發發發，，，，並並並並擴散至腿骨擴散至腿骨擴散至腿骨擴散至腿骨，，，，影響行動影響行動影響行動影響行動，，，，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2. 曾蓮珠婆婆雙腿退化無力曾蓮珠婆婆雙腿退化無力曾蓮珠婆婆雙腿退化無力曾蓮珠婆婆雙腿退化無力，，，，行動不便且是獨居行動不便且是獨居行動不便且是獨居行動不便且是獨居，，，，請肢體代禱關顧請肢體代禱關顧請肢體代禱關顧請肢體代禱關顧。。。。 

3. 魏書如弟兄喪妻後心情尚未能平穏魏書如弟兄喪妻後心情尚未能平穏魏書如弟兄喪妻後心情尚未能平穏魏書如弟兄喪妻後心情尚未能平穏，，，，請記念及關注請記念及關注請記念及關注請記念及關注。。。。 

4. 賴步雲伯伯賴步雲伯伯賴步雲伯伯賴步雲伯伯，，，，謝玉冰婆婆謝玉冰婆婆謝玉冰婆婆謝玉冰婆婆，，，，李金玉婆婆痛症之反覆李金玉婆婆痛症之反覆李金玉婆婆痛症之反覆李金玉婆婆痛症之反覆，，，，影響精神及日常生活影響精神及日常生活影響精神及日常生活影響精神及日常生活，，，，

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求上帝顧念求上帝顧念求上帝顧念求上帝顧念。。。。 

5. 何俊威弟兄往德國公幹兩星期何俊威弟兄往德國公幹兩星期何俊威弟兄往德國公幹兩星期何俊威弟兄往德國公幹兩星期，，，，請記念其生活請記念其生活請記念其生活請記念其生活適應及工作暢順適應及工作暢順適應及工作暢順適應及工作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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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黃仙婆婆雙腳無力已有改善黃仙婆婆雙腳無力已有改善黃仙婆婆雙腳無力已有改善黃仙婆婆雙腳無力已有改善，，，，盼休養多時後能回教會聚會盼休養多時後能回教會聚會盼休養多時後能回教會聚會盼休養多時後能回教會聚會。。。。 

一一一一.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教牧執事團隊正計劃教牧執事團隊正計劃教牧執事團隊正計劃教牧執事團隊正計劃 2011 年教會工作代禱年教會工作代禱年教會工作代禱年教會工作代禱。。。。 

2. 為為為為禾信學生團契開展禾信學生團契開展禾信學生團契開展禾信學生團契開展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3. 為為為為中中中中,日兩國日兩國日兩國日兩國因因因因釣魚台事件引發之爭拗釣魚台事件引發之爭拗釣魚台事件引發之爭拗釣魚台事件引發之爭拗代代代代禱禱禱禱。。。。 

4. 為為為為身心靈軟弱肢體禱告身心靈軟弱肢體禱告身心靈軟弱肢體禱告身心靈軟弱肢體禱告。。。。 

2010 年年年年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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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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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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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頲部關頲部關頲部關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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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教會關懷小內地教會關懷小內地教會關懷小內地教會關懷小

組組組組 

24(日日日日) 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 團契部部員團契部部員團契部部員團契部部員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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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 詩班指揮集思會詩班指揮集思會詩班指揮集思會詩班指揮集思會 
詩班員指揮詩班員指揮詩班員指揮詩班員指揮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二二二二)  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 
全體牧師全體牧師全體牧師全體牧師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5(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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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六六六六)  6-13 第四屆柬埔寨第四屆柬埔寨第四屆柬埔寨第四屆柬埔寨 8 天醫療短宣體驗天醫療短宣體驗天醫療短宣體驗天醫療短宣體驗

團團團團 
醫療醫療醫療醫療人員信徒人員信徒人員信徒人員信徒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7(日日日日) 差傳祈禱會及部會差傳祈禱會及部會差傳祈禱會及部會差傳祈禱會及部會 
傳栽部部員傳栽部部員傳栽部部員傳栽部部員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7(日日日日) 齊來搞齊來搞齊來搞齊來搞『『『『喜喜喜喜』』』』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教職員教職員教職員教職員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十十十十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11(四四四四) 11-15Youth@online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本會年青人本會年青人本會年青人本會年青人 挪威差會挪威差會挪威差會挪威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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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五五五五) 幼稚園教師日幼稚園教師日幼稚園教師日幼稚園教師日 
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12(五五五五) 信徒培育訓練班信徒培育訓練班信徒培育訓練班信徒培育訓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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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六六六六) 婦聯奉獻禮婦聯奉獻禮婦聯奉獻禮婦聯奉獻禮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家家家家庭關顧部婦女庭關顧部婦女庭關顧部婦女庭關顧部婦女

團契聯會團契聯會團契聯會團契聯會 

19(五五五五) 校董校長培訓校董校長培訓校董校長培訓校董校長培訓 
校董校長校董校長校董校長校董校長 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 

20(六六六六) 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21(日日日日) 崇拜小組集思會崇拜小組集思會崇拜小組集思會崇拜小組集思會 
崇拜小組成員崇拜小組成員崇拜小組成員崇拜小組成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1(日日日日) 社會服務周年感恩大會社會服務周年感恩大會社會服務周年感恩大會社會服務周年感恩大會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 

28(日日日日) 幼幼幼幼/兒崇拜導師會兒崇拜導師會兒崇拜導師會兒崇拜導師會 
兒崇拜導師兒崇拜導師兒崇拜導師兒崇拜導師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8(日日日日)  聖樂崇拜聖樂崇拜聖樂崇拜聖樂崇拜 

《《《《頌主聖詩頌主聖詩頌主聖詩頌主聖詩》》》》(附加版附加版附加版附加版)慶典活動慶典活動慶典活動慶典活動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道聲道聲道聲道聲

出版社合辦出版社合辦出版社合辦出版社合辦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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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工場泰國工場泰國工場泰國工場 

1. 求工保守求工保守求工保守求工保守 Samrong 教會發展教會發展教會發展教會發展，，，，願主讓同工及教友願主讓同工及教友願主讓同工及教友願主讓同工及教友看到福音異象及附近居民看到福音異象及附近居民看到福音異象及附近居民看到福音異象及附近居民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2. 為東北為東北為東北為東北 Khoknoi 教會的初信者和堂會禱告教會的初信者和堂會禱告教會的初信者和堂會禱告教會的初信者和堂會禱告。。。。 

 

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 

1. 感謝上帝預備感謝上帝預備感謝上帝預備感謝上帝預備，，，，已成功在原址旁租下單位一年已成功在原址旁租下單位一年已成功在原址旁租下單位一年已成功在原址旁租下單位一年，，，，願願願願藉藉藉藉英文班繼續服侍當地英文班繼續服侍當地英文班繼續服侍當地英文班繼續服侍當地。。。。 

2. 求主加力給同工求主加力給同工求主加力給同工求主加力給同工 Rithy，，，，讓他事奉得力不氣餒讓他事奉得力不氣餒讓他事奉得力不氣餒讓他事奉得力不氣餒。。。。 

 

斐濟工場斐濟工場斐濟工場斐濟工場 

1. 斐濟物價飛升斐濟物價飛升斐濟物價飛升斐濟物價飛升，，，，求主憐憫斐濟人民求主憐憫斐濟人民求主憐憫斐濟人民求主憐憫斐濟人民，，，，尤其是貧窮的一群尤其是貧窮的一群尤其是貧窮的一群尤其是貧窮的一群。。。。 

2. 願主幫助曾國輝牧師夫婦願主幫助曾國輝牧師夫婦願主幫助曾國輝牧師夫婦願主幫助曾國輝牧師夫婦，，，，賜下更多機會接觸華人賜下更多機會接觸華人賜下更多機會接觸華人賜下更多機會接觸華人，，，，讓更多人得著福音讓更多人得著福音讓更多人得著福音讓更多人得著福音。。。。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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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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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2/10 

3/10 4/10 *譚志譚志譚志譚志輝輝輝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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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2/11 3/11 4/11 5/11 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 

    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 

6/11 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 

7/11*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 8/11 9/11 10/11 11/11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12/11 13/11 

14/11 15/11 16/11 17/11 18/11 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 19/11 20/11 

21/11 22/11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23/11 24/11 25/11 26/11 羅基羅基羅基羅基 27/11*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 

28/11 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 29/11 黃琼黃琼黃琼黃琼 30/11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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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信仰生活化信仰生活化信仰生活化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生活信仰化生活信仰化生活信仰化。。。。         李紹強弟兄李紹強弟兄李紹強弟兄李紹強弟兄 

(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 

 
 這是一句易講但非常難行的事實這是一句易講但非常難行的事實這是一句易講但非常難行的事實這是一句易講但非常難行的事實，，，，尤尤尤尤其當你生活在香港這個大城市之中其當你生活在香港這個大城市之中其當你生活在香港這個大城市之中其當你生活在香港這個大城市之中。。。。

現實的社會環境加上價值觀的差異現實的社會環境加上價值觀的差異現實的社會環境加上價值觀的差異現實的社會環境加上價值觀的差異，，，，種種衝擊種種衝擊種種衝擊種種衝擊，，，，談何容易的信仰生活化呢談何容易的信仰生活化呢談何容易的信仰生活化呢談何容易的信仰生活化呢！！！！生生生生

活在物質富裕而心靈枯乾空虛的大城裏活在物質富裕而心靈枯乾空虛的大城裏活在物質富裕而心靈枯乾空虛的大城裏活在物質富裕而心靈枯乾空虛的大城裏，，，，誰願意選擇虛心人的福份呢誰願意選擇虛心人的福份呢誰願意選擇虛心人的福份呢誰願意選擇虛心人的福份呢？？？？無可奈無可奈無可奈無可奈

何的無奈是不斷的爭扎何的無奈是不斷的爭扎何的無奈是不斷的爭扎何的無奈是不斷的爭扎。。。。    

    

    社會很現實社會很現實社會很現實社會很現實，，，，信徒每天都要面對種種的信徒每天都要面對種種的信徒每天都要面對種種的信徒每天都要面對種種的掙掙掙掙扎扎扎扎。。。。信徒的光景反映着教會的光信徒的光景反映着教會的光信徒的光景反映着教會的光信徒的光景反映着教會的光

景景景景，，，，信徒的靈命就是教會的實况信徒的靈命就是教會的實况信徒的靈命就是教會的實况信徒的靈命就是教會的實况，，，，要評估教會的未來要評估教會的未來要評估教會的未來要評估教會的未來，，，，可看看今天教會屬靈的可看看今天教會屬靈的可看看今天教會屬靈的可看看今天教會屬靈的

光景便清楚知曉光景便清楚知曉光景便清楚知曉光景便清楚知曉。。。。要信仰生活化要信仰生活化要信仰生活化要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生活信仰化生活信仰化生活信仰化，，，，那就需要生命重整那就需要生命重整那就需要生命重整那就需要生命重整，，，，重視靈命重視靈命重視靈命重視靈命

和基督價值觀的建立和基督價值觀的建立和基督價值觀的建立和基督價值觀的建立，，，，高舉唯獨聖經的全面聖經裝備高舉唯獨聖經的全面聖經裝備高舉唯獨聖經的全面聖經裝備高舉唯獨聖經的全面聖經裝備，，，，那就是把房子根基建立那就是把房子根基建立那就是把房子根基建立那就是把房子根基建立

在磐石上在磐石上在磐石上在磐石上，，，，那怕風吹雨打呢那怕風吹雨打呢那怕風吹雨打呢那怕風吹雨打呢！！！！    

    

    「「「「一針見血的福音一針見血的福音一針見血的福音一針見血的福音」、「」、「」、「」、「價值觀重整之旅價值觀重整之旅價值觀重整之旅價值觀重整之旅」、「」、「」、「」、「新生命新生命新生命新生命、、、、新生活新生活新生活新生活」」」」這三套查經這三套查經這三套查經這三套查經

材料被播道會恩福堂材料被播道會恩福堂材料被播道會恩福堂材料被播道會恩福堂稱為稱為稱為稱為教會教會教會教會「「「「三寶三寶三寶三寶」，」，」，」，由青少到嗜英都重視查經由青少到嗜英都重視查經由青少到嗜英都重視查經由青少到嗜英都重視查經，，，，也是團契也是團契也是團契也是團契

的核心活動的核心活動的核心活動的核心活動，，，，以上帝的道彼此建立和彼此守望以上帝的道彼此建立和彼此守望以上帝的道彼此建立和彼此守望以上帝的道彼此建立和彼此守望。。。。弟兄蒙恩有幸地完成了第一弟兄蒙恩有幸地完成了第一弟兄蒙恩有幸地完成了第一弟兄蒙恩有幸地完成了第一

寶寶寶寶，，，，考試合格可以升班考試合格可以升班考試合格可以升班考試合格可以升班，，，，這讓弟兄重新檢視生命和反思這讓弟兄重新檢視生命和反思這讓弟兄重新檢視生命和反思這讓弟兄重新檢視生命和反思，，，，是豐足的重新和更新是豐足的重新和更新是豐足的重新和更新是豐足的重新和更新。。。。

現在開始第二寶現在開始第二寶現在開始第二寶現在開始第二寶，，，，向着信仰生活化向着信仰生活化向着信仰生活化向着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這目標邁步生活信仰化這目標邁步生活信仰化這目標邁步生活信仰化這目標邁步。。。。    

    

    沒有上帝的話沒有上帝的話沒有上帝的話沒有上帝的話，，，，怎能活得出信仰生活化怎能活得出信仰生活化怎能活得出信仰生活化怎能活得出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生活信仰化生活信仰化生活信仰化？？？？詩歌詩歌詩歌詩歌「「「「祢的話祢的話祢的話祢的話」」」」中中中中

的歌詞就是方法了的歌詞就是方法了的歌詞就是方法了的歌詞就是方法了。。。。    

「「「「日夜深刻思想主祢的說話日夜深刻思想主祢的說話日夜深刻思想主祢的說話日夜深刻思想主祢的說話，，，，並藏我心深處並藏我心深處並藏我心深處並藏我心深處，，，，不再走遠不再走遠不再走遠不再走遠。。。。啊啊啊啊！！！！就像燈放腳前就像燈放腳前就像燈放腳前就像燈放腳前，，，，

彷似光引路彷似光引路彷似光引路彷似光引路，，，，我願每刻跟隨袮我願每刻跟隨袮我願每刻跟隨袮我願每刻跟隨袮，，，，緊記主的教訓緊記主的教訓緊記主的教訓緊記主的教訓。。。。這這這這地不會長存地不會長存地不會長存地不會長存，，，，有天必然毁壞有天必然毁壞有天必然毁壞有天必然毁壞，，，，

全地亦有盡頭全地亦有盡頭全地亦有盡頭全地亦有盡頭，，，，真理卻是長新真理卻是長新真理卻是長新真理卻是長新！！！！……………………」」」」    

    

    唯獨聖經唯獨聖經唯獨聖經唯獨聖經 SOLA SCRIPTURA SOLA SCRIPTURA SOLA SCRIPTURA SOLA SCRIP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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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力無力無力無力感感感感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最近一次在本堂的同工交流祈禱會中最近一次在本堂的同工交流祈禱會中最近一次在本堂的同工交流祈禱會中最近一次在本堂的同工交流祈禱會中，，，，我們都分享到一個話題我們都分享到一個話題我們都分享到一個話題我們都分享到一個話題────────無力感無力感無力感無力感 

        可能在遷堂前後大家都精神緊張可能在遷堂前後大家都精神緊張可能在遷堂前後大家都精神緊張可能在遷堂前後大家都精神緊張，，，，壓力感大壓力感大壓力感大壓力感大，，，，到現在遷堂完畢到現在遷堂完畢到現在遷堂完畢到現在遷堂完畢，，，，各項聖各項聖各項聖各項聖工工工工
皆漸上軌道皆漸上軌道皆漸上軌道皆漸上軌道，，，，我們也開始放鬆我們也開始放鬆我們也開始放鬆我們也開始放鬆。。。。然而然而然而然而就就就就在此時大家均不約而同地感受到已無氣在此時大家均不約而同地感受到已無氣在此時大家均不約而同地感受到已無氣在此時大家均不約而同地感受到已無氣
力再向前衝力再向前衝力再向前衝力再向前衝。。。。 

        無力感使我們感到沮喪無力感使我們感到沮喪無力感使我們感到沮喪無力感使我們感到沮喪、、、、疲憊疲憊疲憊疲憊、、、、反應遲緩反應遲緩反應遲緩反應遲緩、、、、記憶力差記憶力差記憶力差記憶力差、、、、感受力感受力感受力感受力弱弱弱弱…..啊啊啊啊！！！！
何等恐怖的現象何等恐怖的現象何等恐怖的現象何等恐怖的現象！！！！幸而我們深信幸而我們深信幸而我們深信幸而我們深信上帝仍看顧保守上帝仍看顧保守上帝仍看顧保守上帝仍看顧保守，，，，縱使我們在如縱使我們在如縱使我們在如縱使我們在如斯斯斯斯的光景下服的光景下服的光景下服的光景下服
事事事事，，，，上帝的能力仍然蔭庇着上帝的能力仍然蔭庇着上帝的能力仍然蔭庇着上帝的能力仍然蔭庇着，，，，讓我們經歷讓我們經歷讓我們經歷讓我們經歷：：：：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不是倚靠才能不是倚靠才能不是倚靠才能，，，，乃乃乃乃
是倚靠上帝的靈是倚靠上帝的靈是倚靠上帝的靈是倚靠上帝的靈，，，，方能成事方能成事方能成事方能成事。。。。 

        在一次靈修中在一次靈修中在一次靈修中在一次靈修中，，，，上帝藉詩篇上帝藉詩篇上帝藉詩篇上帝藉詩篇 31 篇中的經文篇中的經文篇中的經文篇中的經文，，，，再次激勵我再次激勵我再次激勵我再次激勵我，，，，提醒我提醒我提醒我提醒我，，，，幫助幫助幫助幫助
我我我我，，，，使我重燃動力使我重燃動力使我重燃動力使我重燃動力，，，，靠賴上帝恩典靠賴上帝恩典靠賴上帝恩典靠賴上帝恩典，，，，繼續上路繼續上路繼續上路繼續上路，，，，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每天安靜每天安靜每天安靜每天安靜
在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好好讀經祈禱好好讀經祈禱好好讀經祈禱好好讀經祈禱，，，，聆聆聆聆聴上帝向我們說話聴上帝向我們說話聴上帝向我們說話聴上帝向我們說話，，，，是重新得力的唯一途經是重新得力的唯一途經是重新得力的唯一途經是重新得力的唯一途經。。。。
倘若你也感到無力倘若你也感到無力倘若你也感到無力倘若你也感到無力，，，，不妨試試這方法不妨試試這方法不妨試試這方法不妨試試這方法，，，，保証你萬試萬靈保証你萬試萬靈保証你萬試萬靈保証你萬試萬靈！！！！！！！！ 

    

耶和華啊耶和華啊耶和華啊耶和華啊，，，，我投靠你我投靠你我投靠你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求你使我永不羞愧求你使我永不羞愧求你使我永不羞愧；；；；憑你的公義搭救我憑你的公義搭救我憑你的公義搭救我憑你的公義搭救我！！！！    求你側耳求你側耳求你側耳求你側耳
而聽而聽而聽而聽，，，，快快救我快快救我快快救我快快救我！！！！作我堅固的磐石作我堅固的磐石作我堅固的磐石作我堅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拯救我的保障拯救我的保障拯救我的保障！！！！    因因因因為你是我的巖石為你是我的巖石為你是我的巖石為你是我的巖石，，，，
我的山寨我的山寨我的山寨我的山寨；；；；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求你為你名的緣故引導我求你為你名的緣故引導我求你為你名的緣故引導我求你為你名的緣故引導我，，，，指點我指點我指點我指點我。。。。((((詩詩詩詩 31:1-3)    

我要為你的慈愛高興歡喜我要為你的慈愛高興歡喜我要為你的慈愛高興歡喜我要為你的慈愛高興歡喜；；；；因為你見過我的困苦因為你見過我的困苦因為你見過我的困苦因為你見過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艱難知道我心中的艱難知道我心中的艱難知道我心中的艱難。。。。((((詩詩詩詩
31:7    ))))    

耶和華啊耶和華啊耶和華啊耶和華啊，，，，求你憐恤我求你憐恤我求你憐恤我求你憐恤我，，，，因為我在急難之中因為我在急難之中因為我在急難之中因為我在急難之中；；；；我的眼睛因憂愁而乾癟我的眼睛因憂愁而乾癟我的眼睛因憂愁而乾癟我的眼睛因憂愁而乾癟，，，，連我連我連我連我
的身心也不安舒的身心也不安舒的身心也不安舒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為愁苦所消耗我的生命為愁苦所消耗我的生命為愁苦所消耗我的生命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歲為歎息所曠廢我的年歲為歎息所曠廢我的年歲為歎息所曠廢我的年歲為歎息所曠廢。。。。我的力我的力我的力我的力
量因我的罪孽衰敗量因我的罪孽衰敗量因我的罪孽衰敗量因我的罪孽衰敗；；；；我的骨頭也枯乾我的骨頭也枯乾我的骨頭也枯乾我的骨頭也枯乾。。。。((((詩詩詩詩 31:9-10)        

        耶和華啊耶和華啊耶和華啊耶和華啊，，，，我仍舊倚靠你我仍舊倚靠你我仍舊倚靠你我仍舊倚靠你；；；；我說我說我說我說：：：：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上帝上帝上帝上帝。。。。((((詩詩詩詩 31:14)        

求你使你的臉光照僕人求你使你的臉光照僕人求你使你的臉光照僕人求你使你的臉光照僕人，，，，憑你的慈愛拯救我憑你的慈愛拯救我憑你的慈愛拯救我憑你的慈愛拯救我。。。。((((詩詩詩詩 31:16)        

敬畏你敬畏你敬畏你敬畏你、、、、投靠你的人投靠你的人投靠你的人投靠你的人，，，，你為他們所你為他們所你為他們所你為他們所積存的積存的積存的積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
大呢大呢大呢大呢！！！！((((詩詩詩詩 31:19)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在堅固城裡向我施展奇妙的慈愛因為他在堅固城裡向我施展奇妙的慈愛因為他在堅固城裡向我施展奇妙的慈愛因為他在堅固城裡向我施展奇妙的慈愛。。。。((((詩詩詩詩 31:21)        

耶和華的聖民哪耶和華的聖民哪耶和華的聖民哪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都要愛他你們都要愛他你們都要愛他你們都要愛他！！！！耶和華保護誠實人耶和華保護誠實人耶和華保護誠實人耶和華保護誠實人，，，，足足報應行事驕傲的足足報應行事驕傲的足足報應行事驕傲的足足報應行事驕傲的
人人人人。。。。((((詩詩詩詩 31:23)    

凡仰望耶和華的人凡仰望耶和華的人凡仰望耶和華的人凡仰望耶和華的人，，，，你們都要壯膽你們都要壯膽你們都要壯膽你們都要壯膽，，，，堅固你們的心堅固你們的心堅固你們的心堅固你們的心！！！！((((詩詩詩詩 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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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皿的第潔皿的第潔皿的第潔皿的第二二二二封家書封家書封家書封家書    

    
親愛的弟兄姊妹親愛的弟兄姊妹親愛的弟兄姊妹親愛的弟兄姊妹: 

不經不覺不經不覺不經不覺不經不覺，，，，我來了創啟地區這邊已經有一個多月時間了我來了創啟地區這邊已經有一個多月時間了我來了創啟地區這邊已經有一個多月時間了我來了創啟地區這邊已經有一個多月時間了，，，，大家有掛念我嗎大家有掛念我嗎大家有掛念我嗎大家有掛念我嗎？？？？ 

我來這邊我來這邊我來這邊我來這邊，，，，幾乎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幾乎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幾乎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幾乎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加上有關電腦上網也弄了一段時間加上有關電腦上網也弄了一段時間加上有關電腦上網也弄了一段時間加上有關電腦上網也弄了一段時間，，，，現在弄現在弄現在弄現在弄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真的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我在這真的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我在這真的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我在這真的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我在這裡發生的點點滴滴呢裡發生的點點滴滴呢裡發生的點點滴滴呢裡發生的點點滴滴呢！！！！盼我所經歷的都成盼我所經歷的都成盼我所經歷的都成盼我所經歷的都成

為大家的祝福為大家的祝福為大家的祝福為大家的祝福。。。。    

 

初黎報到初黎報到初黎報到初黎報到、、、、狼狽潦倒狼狽潦倒狼狽潦倒狼狽潦倒    

在過來前一個星期在過來前一個星期在過來前一個星期在過來前一個星期，，，，我爸媽不斷叮囑我有沒有帶這帶那的我爸媽不斷叮囑我有沒有帶這帶那的我爸媽不斷叮囑我有沒有帶這帶那的我爸媽不斷叮囑我有沒有帶這帶那的，，，，加上帶了二十多本加上帶了二十多本加上帶了二十多本加上帶了二十多本

一直想看但一直想看但一直想看但一直想看但「「「「沒時間沒時間沒時間沒時間」」」」看看看看、、、、與及看過但想跟這裡人分享的寶貴書藉與及看過但想跟這裡人分享的寶貴書藉與及看過但想跟這裡人分享的寶貴書藉與及看過但想跟這裡人分享的寶貴書藉，，，，再加上我秘密再加上我秘密再加上我秘密再加上我秘密

運送過來的寶貝公仔運送過來的寶貝公仔運送過來的寶貝公仔運送過來的寶貝公仔…………在機場上在機場上在機場上在機場上，，，，地勤小姐告訴我地勤小姐告訴我地勤小姐告訴我地勤小姐告訴我，，，，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巨喼巨喼巨喼巨喼」」」」重三十六公斤重三十六公斤重三十六公斤重三十六公斤，，，，

超重了十多公斤超重了十多公斤超重了十多公斤超重了十多公斤！！！！！！！！這就是我潦倒的開始了這就是我潦倒的開始了這就是我潦倒的開始了這就是我潦倒的開始了…………    

從到達機場從到達機場從到達機場從到達機場，，，，到一位同工家借宿一宵到一位同工家借宿一宵到一位同工家借宿一宵到一位同工家借宿一宵，，，，到第二天帶著到第二天帶著到第二天帶著到第二天帶著「「「「巨喼巨喼巨喼巨喼」」」」行走平時走十分行走平時走十分行走平時走十分行走平時走十分

鐘鐘鐘鐘，，，，帶著帶著帶著帶著「「「「巨喼巨喼巨喼巨喼」」」」要走差不多一小時的路要走差不多一小時的路要走差不多一小時的路要走差不多一小時的路…………天父一直給我們很大的考驗天父一直給我們很大的考驗天父一直給我們很大的考驗天父一直給我們很大的考驗，，，，就是一直就是一直就是一直就是一直

下著這兒非常罕見的狂風暴雨下著這兒非常罕見的狂風暴雨下著這兒非常罕見的狂風暴雨下著這兒非常罕見的狂風暴雨！！！！還記得在走那段路還記得在走那段路還記得在走那段路還記得在走那段路，，，，當有一步碰到不平的地面當有一步碰到不平的地面當有一步碰到不平的地面當有一步碰到不平的地面，，，，我我我我

便要使盡全身的力拉它一把便要使盡全身的力拉它一把便要使盡全身的力拉它一把便要使盡全身的力拉它一把，，，，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再往前走，，，，而這動作幾秒便要作一次而這動作幾秒便要作一次而這動作幾秒便要作一次而這動作幾秒便要作一次…………更難想像我用更難想像我用更難想像我用更難想像我用

頸夾著雨傘頸夾著雨傘頸夾著雨傘頸夾著雨傘，，，，當風一吹當風一吹當風一吹當風一吹，，，，我的傘便朝天我的傘便朝天我的傘便朝天我的傘便朝天，，，，我渾身被雨打我渾身被雨打我渾身被雨打我渾身被雨打，，，，我還在馬路上聽著旁邊車我還在馬路上聽著旁邊車我還在馬路上聽著旁邊車我還在馬路上聽著旁邊車

子不耐煩的響號子不耐煩的響號子不耐煩的響號子不耐煩的響號…………當下當下當下當下，，，，我的傘破了我的傘破了我的傘破了我的傘破了、、、、我的眼鏡破了我的眼鏡破了我的眼鏡破了我的眼鏡破了、、、、其後連其後連其後連其後連「「「「巨喼巨喼巨喼巨喼」」」」那鎖的位置那鎖的位置那鎖的位置那鎖的位置

都破了都破了都破了都破了…………我還在迎接我們我還在迎接我們我還在迎接我們我還在迎接我們、、、、新相識的同工面前笑說新相識的同工面前笑說新相識的同工面前笑說新相識的同工面前笑說「「「「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但我心裡想但我心裡想但我心裡想但我心裡想：：：：雖然雖然雖然雖然

我常常都被人笑我樣子滑稽我常常都被人笑我樣子滑稽我常常都被人笑我樣子滑稽我常常都被人笑我樣子滑稽，，，，可我真的敢擔保我這輩子從未如此狼狽過可我真的敢擔保我這輩子從未如此狼狽過可我真的敢擔保我這輩子從未如此狼狽過可我真的敢擔保我這輩子從未如此狼狽過！！！！    

 

學人做家務學人做家務學人做家務學人做家務、、、、一做就病倒一做就病倒一做就病倒一做就病倒    

早在過來前三個月早在過來前三個月早在過來前三個月早在過來前三個月，，，，我已經給我的室友謙柔一個心理準備我已經給我的室友謙柔一個心理準備我已經給我的室友謙柔一個心理準備我已經給我的室友謙柔一個心理準備，，，，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我是一個嬌我是一個嬌我是一個嬌我是一個嬌

生慣養的女孩生慣養的女孩生慣養的女孩生慣養的女孩，，，，我從不燒飯我從不燒飯我從不燒飯我從不燒飯、、、、更不做家務更不做家務更不做家務更不做家務。。。。但是但是但是但是，，，，我決心要學習獨立我決心要學習獨立我決心要學習獨立我決心要學習獨立，，，，不要成為室不要成為室不要成為室不要成為室

友的負累友的負累友的負累友的負累！！！！我一定要學習承擔我一定要學習承擔我一定要學習承擔我一定要學習承擔！！！！可是可是可是可是，，，，謙柔是如此主動的女孩子謙柔是如此主動的女孩子謙柔是如此主動的女孩子謙柔是如此主動的女孩子，，，，常常在我起床常常在我起床常常在我起床常常在我起床

前前前前，，，，或外出工作回家前或外出工作回家前或外出工作回家前或外出工作回家前、、、、甚至我坐著看電視的時候甚至我坐著看電視的時候甚至我坐著看電視的時候甚至我坐著看電視的時候…………她便會很努力的做好家務她便會很努力的做好家務她便會很努力的做好家務她便會很努力的做好家務…………不不不不

行行行行！！！！我知道這太不健康我知道這太不健康我知道這太不健康我知道這太不健康，，，，我們會因家務問題而有矛盾出現的我們會因家務問題而有矛盾出現的我們會因家務問題而有矛盾出現的我們會因家務問題而有矛盾出現的！！！！就趁著謙柔外出工作就趁著謙柔外出工作就趁著謙柔外出工作就趁著謙柔外出工作

的一天的一天的一天的一天，，，，前一天我就認投前一天我就認投前一天我就認投前一天我就認投：：：：我要負責抹窗我要負責抹窗我要負責抹窗我要負責抹窗！！！！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希望不是最後一次希望不是最後一次希望不是最後一次希望不是最後一次））））

抹窗抹窗抹窗抹窗，，，，用了一整天用了一整天用了一整天用了一整天，，，，把家裡所有窗子都抹得差點看不到有窗子存在了把家裡所有窗子都抹得差點看不到有窗子存在了把家裡所有窗子都抹得差點看不到有窗子存在了把家裡所有窗子都抹得差點看不到有窗子存在了！（！（！（！（這形容好這形容好這形容好這形容好

像又大誇張了點像又大誇張了點像又大誇張了點像又大誇張了點…………））））當我滿足地看著恰似當我滿足地看著恰似當我滿足地看著恰似當我滿足地看著恰似「「「「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的窗子的窗子的窗子的窗子，，，，當晚當晚當晚當晚，，，，可能正因為在可能正因為在可能正因為在可能正因為在

抹窗時吸了不好的空氣抹窗時吸了不好的空氣抹窗時吸了不好的空氣抹窗時吸了不好的空氣，，，，我便得感冒了我便得感冒了我便得感冒了我便得感冒了…………還病了一還病了一還病了一還病了一個星期個星期個星期個星期，，，，這一星期的家務這一星期的家務這一星期的家務這一星期的家務，，，，再次再次再次再次

由謙柔主力擔當由謙柔主力擔當由謙柔主力擔當由謙柔主力擔當…………我多內疚呀我多內疚呀我多內疚呀我多內疚呀！！！！    

做家務做得不好做家務做得不好做家務做得不好做家務做得不好，，，，盼能使出爸爸在臨行前幫我做的那些基本烹飪課程給使出盼能使出爸爸在臨行前幫我做的那些基本烹飪課程給使出盼能使出爸爸在臨行前幫我做的那些基本烹飪課程給使出盼能使出爸爸在臨行前幫我做的那些基本烹飪課程給使出

來來來來，，，，結果結果結果結果…………還可以吃進口裡還可以吃進口裡還可以吃進口裡還可以吃進口裡，，，，真是感謝主呢真是感謝主呢真是感謝主呢真是感謝主呢！！！！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我要舉起救恩的杯我要舉起救恩的杯我要舉起救恩的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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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    

    （（（（詩詩詩詩 116:12116:12116:12116:12----1414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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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一份一份一份「「「「難以接受難以接受難以接受難以接受」」」」的恩典的恩典的恩典的恩典    

我在同工家附近不小心丟了錢包我在同工家附近不小心丟了錢包我在同工家附近不小心丟了錢包我在同工家附近不小心丟了錢包，，，，那時候我跟她說那時候我跟她說那時候我跟她說那時候我跟她說：「：「：「：「從小到大我都是特別幸運的從小到大我都是特別幸運的從小到大我都是特別幸運的從小到大我都是特別幸運的，，，，

雖然常常丟東西雖然常常丟東西雖然常常丟東西雖然常常丟東西，，，，但沒有哪件是不被找回來的但沒有哪件是不被找回來的但沒有哪件是不被找回來的但沒有哪件是不被找回來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天父讓我上星期才把丟掉的天父讓我上星期才把丟掉的天父讓我上星期才把丟掉的天父讓我上星期才把丟掉的

銀行卡給找回來銀行卡給找回來銀行卡給找回來銀行卡給找回來，，，，這次我丟了錢包這次我丟了錢包這次我丟了錢包這次我丟了錢包，，，，我想我不可能再這麼蒙恩了我想我不可能再這麼蒙恩了我想我不可能再這麼蒙恩了我想我不可能再這麼蒙恩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們分我們分我們分我們分

頭沿路問屋苑保安頭沿路問屋苑保安頭沿路問屋苑保安頭沿路問屋苑保安，，，，他們都說除了拾到的是小朋友他們都說除了拾到的是小朋友他們都說除了拾到的是小朋友他們都說除了拾到的是小朋友，，，，丟了錢包都不可能給找回來丟了錢包都不可能給找回來丟了錢包都不可能給找回來丟了錢包都不可能給找回來，，，，

甚至附近兩所警局都不幫我辦理掛失手續甚至附近兩所警局都不幫我辦理掛失手續甚至附近兩所警局都不幫我辦理掛失手續甚至附近兩所警局都不幫我辦理掛失手續，，，，也說不可能找回也說不可能找回也說不可能找回也說不可能找回…………    

我真的有點難以接受我真的有點難以接受我真的有點難以接受我真的有點難以接受，，，，上帝的恩實在太大的了吧上帝的恩實在太大的了吧上帝的恩實在太大的了吧上帝的恩實在太大的了吧…………就在丟失錢包不到一個星期就在丟失錢包不到一個星期就在丟失錢包不到一個星期就在丟失錢包不到一個星期，，，，當當當當

我開啟了一個不常開的電話我開啟了一個不常開的電話我開啟了一個不常開的電話我開啟了一個不常開的電話，，，，一位太太打來一位太太打來一位太太打來一位太太打來，，，，告訴我她在路上拾到我的錢包告訴我她在路上拾到我的錢包告訴我她在路上拾到我的錢包告訴我她在路上拾到我的錢包，，，，並和並和並和並和

她女兒用了很多方法去聯絡我她女兒用了很多方法去聯絡我她女兒用了很多方法去聯絡我她女兒用了很多方法去聯絡我！！！！我聽到以後真的激動得哭了我聽到以後真的激動得哭了我聽到以後真的激動得哭了我聽到以後真的激動得哭了…………天父安排這位素未天父安排這位素未天父安排這位素未天父安排這位素未

謀面的好人拿到我的錢包謀面的好人拿到我的錢包謀面的好人拿到我的錢包謀面的好人拿到我的錢包，，，，又給她女兒智慧去找聯絡我的線索又給她女兒智慧去找聯絡我的線索又給她女兒智慧去找聯絡我的線索又給她女兒智慧去找聯絡我的線索（（（（包括在網上留言包括在網上留言包括在網上留言包括在網上留言、、、、

找我錢包裡一張我還未丟的充值收據找我錢包裡一張我還未丟的充值收據找我錢包裡一張我還未丟的充值收據找我錢包裡一張我還未丟的充值收據，，，，打不到給我還打算幫我充打不到給我還打算幫我充打不到給我還打算幫我充打不到給我還打算幫我充值值值值…………））））這一切一這一切一這一切一這一切一

切切切切，，，，也是天父盼望告訴我一個信息也是天父盼望告訴我一個信息也是天父盼望告訴我一個信息也是天父盼望告訴我一個信息：「：「：「：「女兒女兒女兒女兒，，，，無論妳有什麼軟弱的地方無論妳有什麼軟弱的地方無論妳有什麼軟弱的地方無論妳有什麼軟弱的地方，，，，我都是無我都是無我都是無我都是無

條件愛著妳條件愛著妳條件愛著妳條件愛著妳，，，，不用說妳不配不用說妳不配不用說妳不配不用說妳不配，，，，因為世上沒有一個人是配得的因為世上沒有一個人是配得的因為世上沒有一個人是配得的因為世上沒有一個人是配得的；；；；妳就用我給妳所經歷妳就用我給妳所經歷妳就用我給妳所經歷妳就用我給妳所經歷

的恩典去告訴未認識我的人這份無條件的愛的恩典去告訴未認識我的人這份無條件的愛的恩典去告訴未認識我的人這份無條件的愛的恩典去告訴未認識我的人這份無條件的愛，，，，我不願意他們任何一個人沒有份去領我不願意他們任何一個人沒有份去領我不願意他們任何一個人沒有份去領我不願意他們任何一個人沒有份去領

受受受受…………」」」」盼天父給我信心和勇氣盼天父給我信心和勇氣盼天父給我信心和勇氣盼天父給我信心和勇氣，，，，去和那些不認識我的人去分享這份無私的愛去和那些不認識我的人去分享這份無私的愛去和那些不認識我的人去分享這份無私的愛去和那些不認識我的人去分享這份無私的愛，，，，就像就像就像就像

那位拾到我的錢包那位太太一樣那位拾到我的錢包那位太太一樣那位拾到我的錢包那位太太一樣那位拾到我的錢包那位太太一樣！（！（！（！（當然當然當然當然，，，，我很希望有機會再和她見面我很希望有機會再和她見面我很希望有機會再和她見面我很希望有機會再和她見面，，，，讓她也能讓她也能讓她也能讓她也能

領受這份無私的愛領受這份無私的愛領受這份無私的愛領受這份無私的愛！）！）！）！）    

 

看不到圓圓的月光看不到圓圓的月光看不到圓圓的月光看不到圓圓的月光，，，，看得見溫暖的目光看得見溫暖的目光看得見溫暖的目光看得見溫暖的目光    

只是第一年在異地過中秋節只是第一年在異地過中秋節只是第一年在異地過中秋節只是第一年在異地過中秋節，，，，雙親便不忍女兒自己過雙親便不忍女兒自己過雙親便不忍女兒自己過雙親便不忍女兒自己過，，，，要遠遠的過來我這邊陪要遠遠的過來我這邊陪要遠遠的過來我這邊陪要遠遠的過來我這邊陪

我過這個獨我過這個獨我過這個獨我過這個獨特又充滿愛的中秋特又充滿愛的中秋特又充滿愛的中秋特又充滿愛的中秋！！！！我帶他們去的地方雖然不多我帶他們去的地方雖然不多我帶他們去的地方雖然不多我帶他們去的地方雖然不多，，，，但他們都覺得只要女但他們都覺得只要女但他們都覺得只要女但他們都覺得只要女

兒陪著他們便足夠了兒陪著他們便足夠了兒陪著他們便足夠了兒陪著他們便足夠了！！！！當他們參觀我那一無所缺的家當他們參觀我那一無所缺的家當他們參觀我那一無所缺的家當他們參觀我那一無所缺的家、、、、見了我的同工隊以後見了我的同工隊以後見了我的同工隊以後見了我的同工隊以後，，，，都覺都覺都覺都覺

得很放心得很放心得很放心得很放心，，，，爸媽更關心我爸媽更關心我爸媽更關心我爸媽更關心我「「「「來到這兒一個月來到這兒一個月來到這兒一個月來到這兒一個月，，，，做出什麼成績的了沒有做出什麼成績的了沒有做出什麼成績的了沒有做出什麼成績的了沒有？」（？」（？」（？」（他們都他們都他們都他們都

關心我有沒有盡好本份去傳福音關心我有沒有盡好本份去傳福音關心我有沒有盡好本份去傳福音關心我有沒有盡好本份去傳福音，，，，在隊工中貢獻自己的才幹呢在隊工中貢獻自己的才幹呢在隊工中貢獻自己的才幹呢在隊工中貢獻自己的才幹呢！）！）！）！）父母的那份心父母的那份心父母的那份心父母的那份心

腸腸腸腸，，，，作為女兒的雖然不能完全理解作為女兒的雖然不能完全理解作為女兒的雖然不能完全理解作為女兒的雖然不能完全理解，，，，但我都清楚知道但我都清楚知道但我都清楚知道但我都清楚知道「「「「凡事小心凡事小心凡事小心凡事小心，，，，別讓父母擔心別讓父母擔心別讓父母擔心別讓父母擔心」」」」

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爸爸媽媽爸爸媽媽爸爸媽媽爸爸媽媽，，，，我會盡力照顧好自己我會盡力照顧好自己我會盡力照顧好自己我會盡力照顧好自己，，，，不再讓你們擔心了不再讓你們擔心了不再讓你們擔心了不再讓你們擔心了！！！！    

    

事工與同工事工與同工事工與同工事工與同工    

能夠與一隊充滿活力能夠與一隊充滿活力能夠與一隊充滿活力能夠與一隊充滿活力、、、、有異象信心有異象信心有異象信心有異象信心、、、、又關愛體恤新同工的隊工合作又關愛體恤新同工的隊工合作又關愛體恤新同工的隊工合作又關愛體恤新同工的隊工合作，，，，是潔皿在這兒是潔皿在這兒是潔皿在這兒是潔皿在這兒

遇到的另一上帝厚恩遇到的另一上帝厚恩遇到的另一上帝厚恩遇到的另一上帝厚恩！！！！ 

他們在潔皿和謙柔來以前便分工合作他們在潔皿和謙柔來以前便分工合作他們在潔皿和謙柔來以前便分工合作他們在潔皿和謙柔來以前便分工合作，，，，無微不至的照顧她們在新地方的需要無微不至的照顧她們在新地方的需要無微不至的照顧她們在新地方的需要無微不至的照顧她們在新地方的需要，，，，他們他們他們他們

不時的輪流來電和短信不時的輪流來電和短信不時的輪流來電和短信不時的輪流來電和短信，，，，問我們有什麼需要問我們有什麼需要問我們有什麼需要問我們有什麼需要、、、、適應得怎樣等適應得怎樣等適應得怎樣等適應得怎樣等。。。。 

雖然他們很多都是滿有經驗的同工雖然他們很多都是滿有經驗的同工雖然他們很多都是滿有經驗的同工雖然他們很多都是滿有經驗的同工，，，，卻存心謙卑聽我的意見卻存心謙卑聽我的意見卻存心謙卑聽我的意見卻存心謙卑聽我的意見，，，，在將部份工作交托給在將部份工作交托給在將部份工作交托給在將部份工作交托給

我之前亦明白我缺乏經驗會膽怯我之前亦明白我缺乏經驗會膽怯我之前亦明白我缺乏經驗會膽怯我之前亦明白我缺乏經驗會膽怯，，，，願意我在身邊觀察他們如何去做願意我在身邊觀察他們如何去做願意我在身邊觀察他們如何去做願意我在身邊觀察他們如何去做，，，，然後便給予我然後便給予我然後便給予我然後便給予我

信心信心信心信心，，，，讓我去做讓我去做讓我去做讓我去做。。。。 

像有一天像有一天像有一天像有一天，，，，我跟著一位同工去和兩位新生接觸我跟著一位同工去和兩位新生接觸我跟著一位同工去和兩位新生接觸我跟著一位同工去和兩位新生接觸，，，，我便看到那位同工如何從理性及感我便看到那位同工如何從理性及感我便看到那位同工如何從理性及感我便看到那位同工如何從理性及感

性方面去讓未聽過福音的年輕人從另一套與信仰互相衝突的價值性方面去讓未聽過福音的年輕人從另一套與信仰互相衝突的價值性方面去讓未聽過福音的年輕人從另一套與信仰互相衝突的價值性方面去讓未聽過福音的年輕人從另一套與信仰互相衝突的價值觀到慢慢觀到慢慢觀到慢慢觀到慢慢 

接受聖經的真實性接受聖經的真實性接受聖經的真實性接受聖經的真實性。。。。當中包括理性的證據和感性的經歷和感受當中包括理性的證據和感性的經歷和感受當中包括理性的證據和感性的經歷和感受當中包括理性的證據和感性的經歷和感受。。。。嘩嘩嘩嘩，，，，真的讓我大開真的讓我大開真的讓我大開真的讓我大開

眼界眼界眼界眼界！！！！但她竟從心的感謝我切入福音話題切入得很自然但她竟從心的感謝我切入福音話題切入得很自然但她竟從心的感謝我切入福音話題切入得很自然但她竟從心的感謝我切入福音話題切入得很自然…如此謙卑又有經驗的同如此謙卑又有經驗的同如此謙卑又有經驗的同如此謙卑又有經驗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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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工工，，，，跟潔皿這驕傲又欠知識的小伙子相距太遠了跟潔皿這驕傲又欠知識的小伙子相距太遠了跟潔皿這驕傲又欠知識的小伙子相距太遠了跟潔皿這驕傲又欠知識的小伙子相距太遠了！！！！ 

「「「「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是蒙是蒙是蒙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的恩纔成的的恩纔成的的恩纔成的的恩纔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

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這原不是我這原不是我這原不是我、、、、乃是乃是乃是乃是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的恩與我同在的恩與我同在的恩與我同在的恩與我同在。。。。」（」（」（」（林林林林前前前前 15:10 15:10 15:10 15:10））））    

「「「「格外勞苦格外勞苦格外勞苦格外勞苦」」」」與我絕不相配與我絕不相配與我絕不相配與我絕不相配，，，，但但但但「「「「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是蒙是蒙是蒙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的恩纔成的的恩纔成的的恩纔成的的恩纔成的」」」」

卻是相當真實的卻是相當真實的卻是相當真實的卻是相當真實的。。。。盼望我真的能銘記上帝在潔皿身上所作的恩典盼望我真的能銘記上帝在潔皿身上所作的恩典盼望我真的能銘記上帝在潔皿身上所作的恩典盼望我真的能銘記上帝在潔皿身上所作的恩典，，，，讓我在有限的日讓我在有限的日讓我在有限的日讓我在有限的日

子內盡力作工子內盡力作工子內盡力作工子內盡力作工，，，，為主所用為主所用為主所用為主所用！！！！    

 

潔皿代禱事項潔皿代禱事項潔皿代禱事項潔皿代禱事項::::    

1.1.1.1. 感謝主讓潔皿經歷很大恩典感謝主讓潔皿經歷很大恩典感謝主讓潔皿經歷很大恩典感謝主讓潔皿經歷很大恩典, , , , 在短短一個月內分別不見了銀行卡和錢包都驚喜在短短一個月內分別不見了銀行卡和錢包都驚喜在短短一個月內分別不見了銀行卡和錢包都驚喜在短短一個月內分別不見了銀行卡和錢包都驚喜

地被送回來地被送回來地被送回來地被送回來…求天父讓潔皿不要再如此不小心求天父讓潔皿不要再如此不小心求天父讓潔皿不要再如此不小心求天父讓潔皿不要再如此不小心, , , , 要學習獨立要學習獨立要學習獨立要學習獨立、、、、變得更穩重可靠變得更穩重可靠變得更穩重可靠變得更穩重可靠!!!!    

2.2.2.2. 感謝主讓潔皿父母在感謝主讓潔皿父母在感謝主讓潔皿父母在感謝主讓潔皿父母在 19191919----23/923/923/923/9 到了潔皿這兒探望到了潔皿這兒探望到了潔皿這兒探望到了潔皿這兒探望, , , , 並和潔皿的同工們一起歡度佳並和潔皿的同工們一起歡度佳並和潔皿的同工們一起歡度佳並和潔皿的同工們一起歡度佳

節節節節, , , , 這一行讓他們放心多了這一行讓他們放心多了這一行讓他們放心多了這一行讓他們放心多了, , , , 當中亦有兩次和潔皿父母一同禱告的機會當中亦有兩次和潔皿父母一同禱告的機會當中亦有兩次和潔皿父母一同禱告的機會當中亦有兩次和潔皿父母一同禱告的機會, , , , 盼藉大盼藉大盼藉大盼藉大

家禱告家禱告家禱告家禱告的力量的力量的力量的力量, , , , 讓福音種子進入他們的心讓福音種子進入他們的心讓福音種子進入他們的心讓福音種子進入他們的心, , , , 更讓他們慢慢接受福音更讓他們慢慢接受福音更讓他們慢慢接受福音更讓他們慢慢接受福音, , , , 認識真神認識真神認識真神認識真神    

3.3.3.3. 我的公公患柏金遜病我的公公患柏金遜病我的公公患柏金遜病我的公公患柏金遜病、、、、呼吸亦有困難呼吸亦有困難呼吸亦有困難呼吸亦有困難，，，，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住院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住院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住院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住院，，，，願天父讓他有願天父讓他有願天父讓他有願天父讓他有

適應適應適應適應，，，，並深願有偶然機會讓他在有生之年認識福音並深願有偶然機會讓他在有生之年認識福音並深願有偶然機會讓他在有生之年認識福音並深願有偶然機會讓他在有生之年認識福音。。。。    

4.4.4.4. 因證件已報失因證件已報失因證件已報失因證件已報失，，，，當局未能幫我回復證件的有效性當局未能幫我回復證件的有效性當局未能幫我回復證件的有效性當局未能幫我回復證件的有效性，，，，需父母助我在香港處理需父母助我在香港處理需父母助我在香港處理需父母助我在香港處理，，，，盼盼盼盼

能順利能順利能順利能順利    

5.5.5.5. 2/102/102/102/10 我要帶一個兩個半小時的迎新活動我要帶一個兩個半小時的迎新活動我要帶一個兩個半小時的迎新活動我要帶一個兩個半小時的迎新活動, , , , 盼帶出讓新生們思考人生的信息盼帶出讓新生們思考人生的信息盼帶出讓新生們思考人生的信息盼帶出讓新生們思考人生的信息, , , , 以便以便以便以便

日後個別聯絡日後個別聯絡日後個別聯絡日後個別聯絡, , , , 進入福音話題進入福音話題進入福音話題進入福音話題    

6.6.6.6. 16/10 16/10 16/10 16/10 我要負責一個老人院活動我要負責一個老人院活動我要負責一個老人院活動我要負責一個老人院活動, , , , 義工包括已信及未信的新生義工包括已信及未信的新生義工包括已信及未信的新生義工包括已信及未信的新生; ; ; ; 因是第一次合作因是第一次合作因是第一次合作因是第一次合作, , , , 

盼跟老人院那邊合作順利盼跟老人院那邊合作順利盼跟老人院那邊合作順利盼跟老人院那邊合作順利, , , , 並藉此活動吸引一班新生願意繼續和並藉此活動吸引一班新生願意繼續和並藉此活動吸引一班新生願意繼續和並藉此活動吸引一班新生願意繼續和我們接觸我們接觸我們接觸我們接觸    

7.7.7.7. 求天父復興我的靈命求天父復興我的靈命求天父復興我的靈命求天父復興我的靈命, , , , 讓我更有信心去接觸學生讓我更有信心去接觸學生讓我更有信心去接觸學生讓我更有信心去接觸學生, , , , 靠著上帝大能讓學生接受福靠著上帝大能讓學生接受福靠著上帝大能讓學生接受福靠著上帝大能讓學生接受福

音音音音    

8.8.8.8. 求天父保守我和室友謙柔繼續建立互相支持求天父保守我和室友謙柔繼續建立互相支持求天父保守我和室友謙柔繼續建立互相支持求天父保守我和室友謙柔繼續建立互相支持、、、、真誠溝通真誠溝通真誠溝通真誠溝通、、、、有良好搭配的關係有良好搭配的關係有良好搭配的關係有良好搭配的關係    

    

祝福大家祝福大家祝福大家祝福大家    

「「「「願平安願平安願平安願平安、、、、仁愛仁愛仁愛仁愛、、、、信心信心信心信心、、、、從父從父從父從父上帝上帝上帝上帝和主耶穌基督和主耶穌基督和主耶穌基督和主耶穌基督、、、、歸與弟兄歸與弟兄歸與弟兄歸與弟兄（（（（姊妹姊妹姊妹姊妹））））們們們們。。。。    

        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都蒙恩惠都蒙恩惠都蒙恩惠。。。。」」」」((((弗弗弗弗 6:236:236:236:23----24)24)24)24)    

主內主內主內主內潔皿潔皿潔皿潔皿 

2010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12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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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107 111 96 -- 108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17 -- 4 --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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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中中中中學學學學級級級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5 4 3 5 -- 4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7 8 10 10 -- 9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6 6 -- -- -- 6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3 2 -- 3 -- 3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10 8 5 7 -- 8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1 3 3 4 -- 3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5 -- 13 -- 9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5 -- -- -- -- 5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8 50 65 52 32 49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1 11 12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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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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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 23/10 30/10 6/11 13/11 20/11 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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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 

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 
探訪團友探訪團友探訪團友探訪團友 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 合團行山合團行山合團行山合團行山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祈禱祈禱祈禱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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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 

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關心別人關心別人關心別人關心別人

(家訪家訪家訪家訪) 
合團行山合團行山合團行山合團行山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聖經問答聖經問答聖經問答聖經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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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 

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 

職員選舉職員選舉職員選舉職員選舉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赤腳行赤腳行赤腳行赤腳行 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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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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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 

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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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屬靈建立屬靈建立屬靈建立屬靈

戰鬥力戰鬥力戰鬥力戰鬥力

(7/11 日日日日)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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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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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5/11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2/11 五五五五) 
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10 20/10 27/10 3/11 10/11 17/11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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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九九九九) 

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 

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 

戲夢江湖戲夢江湖戲夢江湖戲夢江湖 

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福音信息

(十十十十) 
戶外戶外戶外戶外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10 24/10 31/10 7/11 14/11 21/11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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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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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茶聚茶聚茶聚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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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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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為為為為世界世界世界世界/

末世末世末世末世/基基基基

督徒在世督徒在世督徒在世督徒在世

影響力影響力影響力影響力 

--- 

將臨期之將臨期之將臨期之將臨期之

準備準備準備準備/洗洗洗洗

禮者之心禮者之心禮者之心禮者之心

志志志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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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年年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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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 24/10 31/10 7/11 14/11 21/11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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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期期期期 

第二十四主日第二十四主日第二十四主日第二十四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期期期期 

第二十五主日第二十五主日第二十五主日第二十五主日 

 (綠綠綠綠) 

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 

(白白白白)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藍藍藍藍/紫紫紫紫)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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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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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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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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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 劉興俊教師劉興俊教師劉興俊教師劉興俊教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講講講講

員員員員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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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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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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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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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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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伯伯 19:23- 

27 上上上上 

帖後帖後帖後帖後 2:1-5, 

13-17 

路路路路 20:27-38 

瑪瑪瑪瑪 4:1-2 上上上上 

帖後帖後帖後帖後 3:6-13 

路路路路 21:5-19 

耶耶耶耶 23:1-6 

西西西西 1:11-20 

路路路路 23:33-43 

賽賽賽賽 2:1-5 

羅羅羅羅 13:11-14 

太太太太 24:36-44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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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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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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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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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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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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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曾偉倫曾偉倫曾偉倫曾偉倫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何靖荺何靖荺何靖荺何靖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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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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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後後後後)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地地地地)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聖聖聖聖)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後後後後)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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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地地地地)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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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地地地地)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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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446, 

365, 224 

33,381, 303 ,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3,483 

207,134, 

195,484 

84,392,75,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6,491 
詩詩詩詩

歌歌歌歌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佳佳佳佳 128,佳佳佳佳 77 

佳佳佳佳 82 
--- --- 

佳佳佳佳 5,主活著主活著主活著主活著, 

佳佳佳佳 127 
--- 

佳佳佳佳 5,小小小小 9, 

佳佳佳佳 127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 ---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十十十十月月月月)、、、、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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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月月月月)、、、、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