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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奉事奉事奉事奉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本堂候任執事本堂候任執事本堂候任執事本堂候任執事) 

         

    

從當選候選執事到現在從當選候選執事到現在從當選候選執事到現在從當選候選執事到現在，，，，沒有太多的實感沒有太多的實感沒有太多的實感沒有太多的實感((((開會時間除開會時間除開會時間除開會時間除

外外外外))))，，，，滿腦子都是念頭滿腦子都是念頭滿腦子都是念頭滿腦子都是念頭，，，，渴望著在新的崗位上有所發揮渴望著在新的崗位上有所發揮渴望著在新的崗位上有所發揮渴望著在新的崗位上有所發揮，，，，雖然誠雖然誠雖然誠雖然誠

惶誠恐惶誠恐惶誠恐惶誠恐，，，，卻也滿懷感恩卻也滿懷感恩卻也滿懷感恩卻也滿懷感恩。。。。能夠事奉上帝能夠事奉上帝能夠事奉上帝能夠事奉上帝，，，，並不是人的選擇並不是人的選擇並不是人的選擇並不是人的選擇，，，，而而而而

是上帝容讓我們在祂的計劃中有分是上帝容讓我們在祂的計劃中有分是上帝容讓我們在祂的計劃中有分是上帝容讓我們在祂的計劃中有分。。。。因此因此因此因此，，，，無論在何崗位無論在何崗位無論在何崗位無論在何崗位，，，，也也也也

能體會與主同工的榮美能體會與主同工的榮美能體會與主同工的榮美能體會與主同工的榮美，，，，也因此得著快樂也因此得著快樂也因此得著快樂也因此得著快樂。。。。    

    

大學時大學時大學時大學時，，，，接觸到其他教會接觸到其他教會接觸到其他教會接觸到其他教會，，，，甚至其他國家的弟兄姊妹甚至其他國家的弟兄姊妹甚至其他國家的弟兄姊妹甚至其他國家的弟兄姊妹，，，，驚驚驚驚

覺上帝國的偉大覺上帝國的偉大覺上帝國的偉大覺上帝國的偉大，，，，之前的我真彷如井底觀天之前的我真彷如井底觀天之前的我真彷如井底觀天之前的我真彷如井底觀天。。。。但就算路向不同但就算路向不同但就算路向不同但就算路向不同，，，，    

文化不同文化不同文化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語言不同語言不同語言不同，，，，有一樣總是相同的有一樣總是相同的有一樣總是相同的有一樣總是相同的，，，，就是那同樣愛主的就是那同樣愛主的就是那同樣愛主的就是那同樣愛主的

心心心心。。。。看著他們看著他們看著他們看著他們，，，，感受著那感受著那感受著那感受著那團團團團””””火火火火””””，，，，自己也備受鼓勵自己也備受鼓勵自己也備受鼓勵自己也備受鼓勵，，，，    那種那種那種那種

就算是在不同地方就算是在不同地方就算是在不同地方就算是在不同地方，，，，但一同同工的感覺但一同同工的感覺但一同同工的感覺但一同同工的感覺，，，，實在美好實在美好實在美好實在美好，，，，就彷彿上就彷彿上就彷彿上就彷彿上

帝國臨到一樣帝國臨到一樣帝國臨到一樣帝國臨到一樣。。。。越和他們相處越和他們相處越和他們相處越和他們相處，，，，越發感受到自己的問題越發感受到自己的問題越發感受到自己的問題越發感受到自己的問題，，，，那就那就那就那就

是對信仰的漠然是對信仰的漠然是對信仰的漠然是對信仰的漠然；；；；習慣了團契習慣了團契習慣了團契習慣了團契，，，，習慣了崇拜習慣了崇拜習慣了崇拜習慣了崇拜，，，，習慣了信仰習慣了信仰習慣了信仰習慣了信仰，，，，卻卻卻卻

丟失了初信時那份熱心丟失了初信時那份熱心丟失了初信時那份熱心丟失了初信時那份熱心，，，，那份愛心那份愛心那份愛心那份愛心，，，，那份信心那份信心那份信心那份信心。。。。    

    

這份習慣這份習慣這份習慣這份習慣，，，，淡沒了心中對主的那份熱誠淡沒了心中對主的那份熱誠淡沒了心中對主的那份熱誠淡沒了心中對主的那份熱誠。。。。原來原來原來原來，，，，我所缺乏我所缺乏我所缺乏我所缺乏

的的的的，，，，是那份如火焰般燃燒的生命是那份如火焰般燃燒的生命是那份如火焰般燃燒的生命是那份如火焰般燃燒的生命。。。。這個發現灼燙了我這個發現灼燙了我這個發現灼燙了我這個發現灼燙了我，，，，我急於我急於我急於我急於

和弟兄姊妹分享和弟兄姊妹分享和弟兄姊妹分享和弟兄姊妹分享，，，，深願弟兄姊妹同樣感受到那種火熱深願弟兄姊妹同樣感受到那種火熱深願弟兄姊妹同樣感受到那種火熱深願弟兄姊妹同樣感受到那種火熱，，，，深願能深願能深願能深願能

和弟兄姊妹一同在上帝的事工上盡一分力和弟兄姊妹一同在上帝的事工上盡一分力和弟兄姊妹一同在上帝的事工上盡一分力和弟兄姊妹一同在上帝的事工上盡一分力。。。。那種火熱那種火熱那種火熱那種火熱，，，，不是說不是說不是說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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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身投入事奉要全身投入事奉要全身投入事奉要全身投入事奉，，，，捨棄其他捨棄其他捨棄其他捨棄其他；；；；再多的事工再多的事工再多的事工再多的事工，，，，如果沒有愛如果沒有愛如果沒有愛如果沒有愛，，，，就只就只就只就只

是一場是一場是一場是一場場的活動場的活動場的活動場的活動，，，，慢慢耗盡大家的心力慢慢耗盡大家的心力慢慢耗盡大家的心力慢慢耗盡大家的心力，，，，而徒勞無功而徒勞無功而徒勞無功而徒勞無功。。。。那種火那種火那種火那種火

熱熱熱熱，，，，應是我們生命的表現應是我們生命的表現應是我們生命的表現應是我們生命的表現，，，，是我們和上帝關係的表徵之一是我們和上帝關係的表徵之一是我們和上帝關係的表徵之一是我們和上帝關係的表徵之一，，，，亦亦亦亦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這份火熱能感染我這份火熱能感染我這份火熱能感染我這份火熱能感染我，，，，能感染人能感染人能感染人能感染人。。。。    

    

弟兄姊妹們弟兄姊妹們弟兄姊妹們弟兄姊妹們，，，，事奉是勞苦的事奉是勞苦的事奉是勞苦的事奉是勞苦的，，，，但若單單只著眼於眼前的勞但若單單只著眼於眼前的勞但若單單只著眼於眼前的勞但若單單只著眼於眼前的勞

若若若若，，，，就會錯過辛勞過後的甜美就會錯過辛勞過後的甜美就會錯過辛勞過後的甜美就會錯過辛勞過後的甜美。。。。與其消極逃避與其消極逃避與其消極逃避與其消極逃避，，，，與其負面抱怨與其負面抱怨與其負面抱怨與其負面抱怨，，，，

倒不如拿出你火熱的心來倒不如拿出你火熱的心來倒不如拿出你火熱的心來倒不如拿出你火熱的心來，，，，感染其他弟兄姊妹感染其他弟兄姊妹感染其他弟兄姊妹感染其他弟兄姊妹，，，，和你一同努力和你一同努力和你一同努力和你一同努力; ; ; ; 

與其看著未來嘆息與其看著未來嘆息與其看著未來嘆息與其看著未來嘆息，，，，倒不如積極面對現在倒不如積極面對現在倒不如積極面對現在倒不如積極面對現在，，，，一步一步來一步一步來一步一步來一步一步來，，，，總有總有總有總有

一天能到達一天能到達一天能到達一天能到達。。。。當上執事當上執事當上執事當上執事，，，，不應被認為是苦差不應被認為是苦差不應被認為是苦差不應被認為是苦差，，，，雖說是派飯的雖說是派飯的雖說是派飯的雖說是派飯的    

((((嗯嗯嗯嗯，，，，現代說法是現代說法是現代說法是現代說法是…………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事務繁多事務繁多事務繁多事務繁多。。。。如果真的只是少數的弟如果真的只是少數的弟如果真的只是少數的弟如果真的只是少數的弟

兄姊妹在做兄姊妹在做兄姊妹在做兄姊妹在做，，，，那當然辛勞至極那當然辛勞至極那當然辛勞至極那當然辛勞至極；；；；但若然大家也願意但若然大家也願意但若然大家也願意但若然大家也願意彼此努力彼此努力彼此努力彼此努力，，，，

互勉支持互勉支持互勉支持互勉支持，，，，擔子定必輕省擔子定必輕省擔子定必輕省擔子定必輕省。。。。    

    

弟兄姊妹們弟兄姊妹們弟兄姊妹們弟兄姊妹們，，，，若你心裡仍是有著那團若你心裡仍是有著那團若你心裡仍是有著那團若你心裡仍是有著那團””””火火火火””””，，，，請你不要沈請你不要沈請你不要沈請你不要沈

默著默著默著默著，，，，今天就讓你的生命發出光芒來今天就讓你的生命發出光芒來今天就讓你的生命發出光芒來今天就讓你的生命發出光芒來。。。。異象需要傳遞異象需要傳遞異象需要傳遞異象需要傳遞，，，，才不會才不會才不會才不會

只有一只有一只有一只有一、、、、兩個人在努力兩個人在努力兩個人在努力兩個人在努力; ; ; ; 在事奉的路上在事奉的路上在事奉的路上在事奉的路上，，，，有賴各位的同行支持有賴各位的同行支持有賴各位的同行支持有賴各位的同行支持，，，，

這美好的福分這美好的福分這美好的福分這美好的福分，，，，怎能只讓少數人獨享怎能只讓少數人獨享怎能只讓少數人獨享怎能只讓少數人獨享！！！！盼望著盼望著盼望著盼望著，，，，和大家一同努和大家一同努和大家一同努和大家一同努

力力力力，，，，為上帝的事工奮鬥為上帝的事工奮鬥為上帝的事工奮鬥為上帝的事工奮鬥。。。。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    願願願願藉藉藉藉經文經文經文經文讓讓讓讓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同得同得同得同得提醒提醒提醒提醒::::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若不是若不是若不是

耶和華看守城池耶和華看守城池耶和華看守城池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詩詩詩詩 127:1127:1127:1127:1    

我們事奉的對象是上帝我們事奉的對象是上帝我們事奉的對象是上帝我們事奉的對象是上帝，，，，若不是上帝許可若不是上帝許可若不是上帝許可若不是上帝許可，，，，這許多事斷不這許多事斷不這許多事斷不這許多事斷不

可能成就可能成就可能成就可能成就。。。。共勉之共勉之共勉之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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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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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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7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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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8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6 人人人人。。。。 

2. 本堂之學道班已於本堂之學道班已於本堂之學道班已於本堂之學道班已於 10 月開始月開始月開始月開始，，，，暫有六位肢體參加暫有六位肢體參加暫有六位肢體參加暫有六位肢體參加，，，，部份肢部份肢部份肢部份肢體體體體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25/12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節洗禮及堅信節洗禮及堅信節洗禮及堅信節洗禮及堅信，，，，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3. 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25/12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00-7:00 有聖誕崇拜暨聖洗禮及聯歡會有聖誕崇拜暨聖洗禮及聯歡會有聖誕崇拜暨聖洗禮及聯歡會有聖誕崇拜暨聖洗禮及聯歡會，，，，請肢體預留時間請肢體預留時間請肢體預留時間請肢體預留時間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4. 為為為為禾輋信義學校學生開辦之學生團契已於禾輋信義學校學生開辦之學生團契已於禾輋信義學校學生開辦之學生團契已於禾輋信義學校學生開辦之學生團契已於 8/10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有有有有 33 位學生參加位學生參加位學生參加位學生參加，，，，5 位位位位

老師輪流協助老師輪流協助老師輪流協助老師輪流協助，，，，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這這這這平台平台平台平台，，，，作為帶領學生認識耶穌並融入教會的機會作為帶領學生認識耶穌並融入教會的機會作為帶領學生認識耶穌並融入教會的機會作為帶領學生認識耶穌並融入教會的機會。。。。 

5. 本會沙田區堂會舉辦之傳道書研讀課程已開始本會沙田區堂會舉辦之傳道書研讀課程已開始本會沙田區堂會舉辦之傳道書研讀課程已開始本會沙田區堂會舉辦之傳道書研讀課程已開始，，，，本堂共有二十位肢體參本堂共有二十位肢體參本堂共有二十位肢體參本堂共有二十位肢體參加加加加。。。。 

6. 本會沙田區同工於本會沙田區同工於本會沙田區同工於本會沙田區同工於 26/10-28/10 假常平樟木頭舉行退修會及會議假常平樟木頭舉行退修會及會議假常平樟木頭舉行退修會及會議假常平樟木頭舉行退修會及會議，，，，商討下年度商討下年度商討下年度商討下年度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吳牧師與方教師均有出席吳牧師與方教師均有出席吳牧師與方教師均有出席吳牧師與方教師均有出席。。。。會議中議決下年度合作事工包括立聖餐會議中議決下年度合作事工包括立聖餐會議中議決下年度合作事工包括立聖餐會議中議決下年度合作事工包括立聖餐日日日日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聖經研讀課程及有關婚姻戀愛之貞潔工作坊等聖經研讀課程及有關婚姻戀愛之貞潔工作坊等聖經研讀課程及有關婚姻戀愛之貞潔工作坊等聖經研讀課程及有關婚姻戀愛之貞潔工作坊等。。。。 

7. 本會傳道牧養部主辦之關懷佈道訓練本會傳道牧養部主辦之關懷佈道訓練本會傳道牧養部主辦之關懷佈道訓練本會傳道牧養部主辦之關懷佈道訓練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共有十三共有十三共有十三共有十三間間間間堂會堂會堂會堂會，，，，39 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堂主任吳牧師堂主任吳牧師堂主任吳牧師堂主任吳牧師、、、、教友林國豪及廖淑卿均為其中之學員教友林國豪及廖淑卿均為其中之學員教友林國豪及廖淑卿均為其中之學員教友林國豪及廖淑卿均為其中之學員。。。。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黃仙婆婆血糖偏低黃仙婆婆血糖偏低黃仙婆婆血糖偏低黃仙婆婆血糖偏低，，，，曾再度入院曾再度入院曾再度入院曾再度入院，，，，現雖已出院現雖已出院現雖已出院現雖已出院，，，，但仍需跟進病情但仍需跟進病情但仍需跟進病情但仍需跟進病情，，，，其女兒群其女兒群其女兒群其女兒群

英姊妹因割傷而需縫針英姊妹因割傷而需縫針英姊妹因割傷而需縫針英姊妹因割傷而需縫針，，，，請記念兩母女情況請記念兩母女情況請記念兩母女情況請記念兩母女情況。。。。 

2. 黃翠琴姊妹因需照顧媳婦及孫兒黃翠琴姊妹因需照顧媳婦及孫兒黃翠琴姊妹因需照顧媳婦及孫兒黃翠琴姊妹因需照顧媳婦及孫兒，，，，暫居深井兒子家中暫居深井兒子家中暫居深井兒子家中暫居深井兒子家中，，，，短期內未能回教會崇短期內未能回教會崇短期內未能回教會崇短期內未能回教會崇

拜拜拜拜。。。。 

3. 譚志譚志譚志譚志雄弟兄早前身體不適雄弟兄早前身體不適雄弟兄早前身體不適雄弟兄早前身體不適，，，，曾兩度突然暈倒曾兩度突然暈倒曾兩度突然暈倒曾兩度突然暈倒，，，，並入院檢查並入院檢查並入院檢查並入院檢查，，，，醫生正跟進其病醫生正跟進其病醫生正跟進其病醫生正跟進其病

情情情情。。。。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印尼火山爆發及台灣之泥石流災禍造成傷亡代禱為印尼火山爆發及台灣之泥石流災禍造成傷亡代禱為印尼火山爆發及台灣之泥石流災禍造成傷亡代禱為印尼火山爆發及台灣之泥石流災禍造成傷亡代禱，，，，特別記念失去親友的一特別記念失去親友的一特別記念失去親友的一特別記念失去親友的一

群群群群。。。。 

2. 為中為中為中為中、、、、日關係日關係日關係日關係、、、、法國因延遲退休而帶來的大罷工法國因延遲退休而帶來的大罷工法國因延遲退休而帶來的大罷工法國因延遲退休而帶來的大罷工、、、、本港的最低工時工資爭拗本港的最低工時工資爭拗本港的最低工時工資爭拗本港的最低工時工資爭拗

等代禱等代禱等代禱等代禱。。。。 

3. 為本堂之聖工發展及來年計劃代禱為本堂之聖工發展及來年計劃代禱為本堂之聖工發展及來年計劃代禱為本堂之聖工發展及來年計劃代禱。。。。 

4. 為身體不適為身體不適為身體不適為身體不適，，，，正在休養正在休養正在休養正在休養，，，，心靈疲乏的禱告心靈疲乏的禱告心靈疲乏的禱告心靈疲乏的禱告。。。。 

5. 為中國人權為中國人權為中國人權為中國人權、、、、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法治代禱法治代禱法治代禱法治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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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年年年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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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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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本本會信徒會信徒會信徒會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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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兒兒兒童童童童崇拜導師崇拜導師崇拜導師崇拜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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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主新詩感恩崇拜頌主新詩感恩崇拜頌主新詩感恩崇拜頌主新詩感恩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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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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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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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日日日) 領袖工作日領袖工作日領袖工作日領袖工作日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長執長執長執長執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7(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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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7(二二二二) 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講道學習坊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9(四四四四) 9-31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23 天短宣體驗團天短宣體驗團天短宣體驗團天短宣體驗團 本會信本會信本會信本會信徒徒徒徒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18(六六六六) 禾禾禾禾輋信義學校獻校禮感恩崇拜輋信義學校獻校禮感恩崇拜輋信義學校獻校禮感恩崇拜輋信義學校獻校禮感恩崇拜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禾信及本堂禾信及本堂禾信及本堂禾信及本堂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26(日日日日) 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執事部執事部執事部執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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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0: 2010: 2010: 2010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003:003:003:00----6:006:006:006:00 教會集合教會集合教會集合教會集合    

各肢體可按能力及恩賜各肢體可按能力及恩賜各肢體可按能力及恩賜各肢體可按能力及恩賜，，，，選擇不同形式參予選擇不同形式參予選擇不同形式參予選擇不同形式參予：：：：教會祈禱伙伴教會祈禱伙伴教會祈禱伙伴教會祈禱伙伴 /  /  /  / 
定點派福音單張定點派福音單張定點派福音單張定點派福音單張 /  /  /  / 出隊佈道出隊佈道出隊佈道出隊佈道，，，，    

為主作工為主作工為主作工為主作工，，，，做個得人漁夫做個得人漁夫做個得人漁夫做個得人漁夫！！！！    

    

代禱消息代禱消息代禱消息代禱消息    

本會海宣部本會海宣部本會海宣部本會海宣部    

1. 1. 1. 1. 為泰國信義會各堂會領袖代禱為泰國信義會各堂會領袖代禱為泰國信義會各堂會領袖代禱為泰國信義會各堂會領袖代禱，，，，願上帝繼續堅立各堂會願上帝繼續堅立各堂會願上帝繼續堅立各堂會願上帝繼續堅立各堂會，，，，努努努努
力事奉力事奉力事奉力事奉，，，，為主多得人為主多得人為主多得人為主多得人。。。。    

2. 2. 2. 2. 求主預備工人前往泰國求主預備工人前往泰國求主預備工人前往泰國求主預備工人前往泰國及柬埔寨兩地宣教事奉及柬埔寨兩地宣教事奉及柬埔寨兩地宣教事奉及柬埔寨兩地宣教事奉。。。。    

    

泰國工場泰國工場泰國工場泰國工場    

1.1.1.1.    為歐陽雪玲姑娘再次到泰國東北為歐陽雪玲姑娘再次到泰國東北為歐陽雪玲姑娘再次到泰國東北為歐陽雪玲姑娘再次到泰國東北，，，，開始第二期宣教工作代開始第二期宣教工作代開始第二期宣教工作代開始第二期宣教工作代
禱禱禱禱。。。。    

2.2.2.2.    為青少年福音營會共四十七位參加者決志信主感恩為青少年福音營會共四十七位參加者決志信主感恩為青少年福音營會共四十七位參加者決志信主感恩為青少年福音營會共四十七位參加者決志信主感恩，，，，並為教並為教並為教並為教
會跟進栽培的工作禱告會跟進栽培的工作禱告會跟進栽培的工作禱告會跟進栽培的工作禱告。。。。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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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    

1.1.1.1.    求主預備適合的地方求主預備適合的地方求主預備適合的地方求主預備適合的地方，，，，作金邊信義中心長遠服侍之所作金邊信義中心長遠服侍之所作金邊信義中心長遠服侍之所作金邊信義中心長遠服侍之所。。。。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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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hyRithyRithyRith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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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為為為為曾國輝牧師夫婦已覓得一個可歇息的家感恩曾國輝牧師夫婦已覓得一個可歇息的家感恩曾國輝牧師夫婦已覓得一個可歇息的家感恩曾國輝牧師夫婦已覓得一個可歇息的家感恩。。。。    

2. 2. 2. 2. 為十二月九號至三十一號的短宣隊各項安排禱告為十二月九號至三十一號的短宣隊各項安排禱告為十二月九號至三十一號的短宣隊各項安排禱告為十二月九號至三十一號的短宣隊各項安排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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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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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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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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 1/12 2/12 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 3/12*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4/12 朱慧茵朱慧茵朱慧茵朱慧茵 

5/12 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 6/12 7/12 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8/12 9/12 劉啟光劉啟光劉啟光劉啟光 10/12 11/12 

12/12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13/12 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 14/12 15/12 16/12 黎英黎英黎英黎英 

      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 

17/12 18/12 王玉珍王玉珍王玉珍王玉珍 

19/12 20/12 21/12 李漢珏李漢珏李漢珏李漢珏 22/12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陳悅兒陳悅兒陳悅兒陳悅兒 

       

23/12 24/12*張靜張靜張靜張靜 25/12 

26/12 27/12 28/12 29/12 30/12 3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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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在船上主在船上主在船上主在船上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剛剛完成教會今年的工作報告，心中還是充滿感恩，不是因為今
年教會無論在事工、人數、奉獻等有甚麼大的突破，而是我看到上帝
厚厚的恩典。 

 
說實話，教會今年整體的情況是「不如理想」，無論在人數增長、

事工發展、奉獻增幅、屬靈氣氛、肢體生活等，都是令我擔心、憂心
和掛心。 

 
然而當我想到教會中仍有一群默默耕耘，事事盡心竭力，並且經

常僕僕風塵的事奉人員，時刻為教會代禱、守望，分甘共苦的肢體們，
我便知道上帝仍然看顧着教會，關心教會，我一方面感謝上帝不離不
棄的愛，另一方面感激事奉團隊的堅持、忍耐、謹守和包容，沒有他
們的參與和協助，教會的情況可能會更「惡劣」。 

 
「夫子，我們喪命，祢不顧麼？」可 4:38。有時當看到教會的境

況，我內心也不期然地問上帝：「主啊！教會的光景，祢不憂心嗎？」 
 
「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麼？」可 4:40。是的，在缺乏信

心的人眼中，上帝總是顯得無動於衷和缺乏關心似的，聖經上關於門
徒在風暴中飄搖，以及他們得到解救的記載，今天對於我在事奉上仍
舊有很重要的意義 – 無論環境如何，主仍在船上，祂一直在暗中察
看、扶持、看顧、供應與救助，所以當我處於憂患時，一切的支援也
好像都被切斷，我仍然相信上帝仍同在，因為我們的需求，永不會耗
盡祂的供應！ 

 
「我是你的主，一切的好處都不在我以外」，這是祂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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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皿的第潔皿的第潔皿的第潔皿的第三三三三封家書封家書封家書封家書    

    
我們都身在福中我們都身在福中我們都身在福中我們都身在福中，，，，但我們知但我們知但我們知但我們知「「「「福福福福」」」」嗎嗎嗎嗎?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主內平安呀! 

願主賜福這封信平平安安的交在大家手中… 

因為我不想又要怎樣怎樣過濾後才讓大家見到有限的、不到肉的分享，在此感謝琴姊妹用她的方法，才

得以這樣「原汁原味」的敞開跟大家分享! 

 

哭，是我的常態，而今天早上，我為我們的國家哭了… 

 

「主愛在中國 興起蒙恩忠貞的心 主愛在中國 攜手親愛的聖徒 在全地作證 主愛永不息」 
 

在崇拜中聽著傳道人播放一位由眾華人牧者為洛桑會議寫的這首歌， 

（主愛在中國 http://www.peaceever.com/004/05/20101027/3639.html），我的情緒很複雜：  

 

我憤怒我憤怒我憤怒我憤怒！！！！中國政府一直以來對她人民的殘酷逼迫！從文革到六四，到*洛桑會議…一直沒有變！ 

 

但我很感動很感動很感動很感動，因著聖靈的大能，當主的信徒被逼迫，祂的能力越顯大… 

 

聖靈在以弗所書全副屬靈軍裝(弗 6:17)中是唯一攻擊敵人的武器，祂帶領著一個個被逼迫的基督徒一次

又一次大獲全勝！這勝利甚至並非信徒自己能想像得到的： 

 

新政府成立(1949 年)前，中國信徒約有數十萬，文革後(約 1980 年)信徒數以千萬計。 

 

於 2008 至 2009 年間，中國社科院就全國基督教信徒人數和信仰狀況等進行大規模的抽樣調查。結果發

現，中國國內現有入戶基督教徒約為 2,305 萬人。一著名經濟學家趙曉表示: 若連同眾多沒有註冊的家庭

教會，保守的估計，中國基督徒人數已達到 8，000 萬，是世界教會史上最快的信徒增長。 

 

我感恩我感恩我感恩我感恩，因我這刻在這兒成為當中的一份子，能夠見證這些，為他們禱告，與他們同工，甚至學習知

足、奉獻。 

 

但我悲痛我悲痛我悲痛我悲痛，甚少弟兄姊妹知悉或關注中國教會受逼迫的情況。甚至當中受逼迫的一早已麻木、妥協… 

 

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是什麼人什麼人什麼人什麼人？？？？我們是身在十多億人民中最幸運的一小撮人我們是身在十多億人民中最幸運的一小撮人我們是身在十多億人民中最幸運的一小撮人我們是身在十多億人民中最幸運的一小撮人！！！！ 
 

你知道嗎？在聖經中描述信徒受逼迫的事，今日在中國仍在發生！！！ 

 

在這兒參與聚會，洛桑會議期間無故要登記，讓當局知道我們聚會的名單，方便其阻止那所謂的「反華

勢力」…香港教會需要被審查嗎? 

 

在這兒，我一位同事在帶領短宣期間被公安衝入單位搜查，禁止聚會，手機被勾線，誰跟他有連繫都甚

有可能被監聽，說什麼話都要小心為上…在香港，當你談到某人的秘密，會想過有人會在監聽嗎？ 

  

在這兒看新聞，一般都是歌頌政府的「繕稿」，為滿足一般人都會擁有的求知八卦慾望，這兒會有揭其

他國家的政治人物的黑幕的新聞…看著很反感，之前修理過電視，但似乎沒有再開的意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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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兒有一個較大規模的反日示威，當日，很多大學生都不被容許出校門…連參與「愛國示威」都有限

制，這兒真的家教甚嚴！ 

 

我很慶幸在離開香港前和父親一同參加了一次記念六四聚會，身在福中的香港朋友們，能夠自由發聲是

我們的福氣，要珍惜呀！ 

 

在此，請原諒我這樣說，我很想為我們的冷漠無知而認罪，若我們已經知道而無慟於衷者更甚。 

 

弟兄姊妹，你是一位福杯滿溢的中國人！當你看到他們沒有文化、腐敗、無知，請你不要心裡只鄙視他

們，跟他們劃清界線，懇請為我們的國家禱告，為自己能身在福地而感謝上帝！ 

  

身為父母/或將身為父母（盼望我都是其中之一）的教友們，現更懇請你們願意盡一分力，教育你們的寶

貝兒女愛中國、為中國禱告、有身為中國人的一份情誼！！！ 

 

不知道弟兄姊妹對洛桑會議有多少認識，容許我在這兒稍作介紹： 
 

洛桑運動起源於一個城市——瑞士洛桑。1974 年在這裏召開了一次普世宣教大會——第一屆

洛桑會議。會議提出：要在所有未得之民中造就門徒，完成普世宣教的使命。會後成立了世界

福音洛桑委員會，在世界各地聯合普世福音派領袖，推動基督徒參與普世宣教運動。 

1974 年葛培理牧師召集來自 150 個國家的 2700 位基督徒領袖，在瑞士洛桑召開第一屆洛桑宣

教大會，共有四千多人出席。這是有史以來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福音派普世宣教大會。中國教會
沒有代表參加。 

1989 年 7 月，在菲律賓召開了第二屆洛桑宣教大會，來自 173 個國家的 4300 名代表出席會議。

會議第一天晚上，會場前方專門為不能出席的中國教會空出二百個座位，期待中國教會加入普
世教會的團契當中。 

第三屆會議於 2010 年 10 月 16 至 25 日在南非開普敦舉行，有來自 200 個國家的 4000 名教會

領袖參會。會議把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同心禱告，共同尋求上帝的旨意，清除福音的種種障礙，

推進福音直到地極。 

結果，最有潛力為世界宣教接棒的中國，二百多位代表，相信沒有一人能順利出境參加會議。 

 

我所在的城市有五名參與洛桑會議的代表，我所參與的教會牧者是被邀的其中一員，單單是他，便被

公安拜訪過七次七次七次七次之多！指此會議跟反華勢力反華勢力反華勢力反華勢力有關。那天，我那位傳道遭第六次公安上門警告後，上帝

告訴他要「盡諸般的義」，他最後帶著平安的心收拾東西準備出發，誰知，當他出家門，幾名便衣跟在

他後面，像拍戲場景那樣，他走，便衣跟著他走，他停，便衣跟著他停。他們對峙一段時間，便衣表

示「你不用去機場，你連這屋苑都出不了…」又好心地說：「我們幫你出你機票的錢，你不要去。」然

後便衣跟那位傳道進入了大廈保安室，傳道人竟然開始關心他們，「這樣時間不早，你們都有家人等著

你們陪伴」等，而又開始跟他們談起福音，為基督作見證。雖然最終他沒有成功出發，但他「盡了諸

般的義」，向逼迫他的人分享福音向逼迫他的人分享福音向逼迫他的人分享福音向逼迫他的人分享福音，上帝給他那份信心及愛心，讓我很感動！ 

 

盼大家看到這封家書後，第一件事就是為我們的國家禱告！！ 

 

潔皿 

7.1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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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十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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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89 100 99 104 99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03 -- 7 -- -- 55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26 24 18 23 22 23 

中中中中學學學學級級級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4 -- 2 -- -- 3 

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 -- -- -- 17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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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 14 10 11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7 6 -- 6 5 6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2 -- 1 4 2 2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 7 -- 8 4 6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2 4 --- 6 7 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1 3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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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41 56 44 -- 48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4 15 16 10 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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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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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 20/11 27/11 4/12 11/12 18/12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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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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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Q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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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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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Q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慶祝聖誕慶祝聖誕慶祝聖誕慶祝聖誕 
聖誕崇拜聖誕崇拜聖誕崇拜聖誕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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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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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e- 

warming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聖誕崇拜聖誕崇拜聖誕崇拜聖誕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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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聚每月聚每月聚每月聚會三次會三次會三次會三次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 

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5/12 日日日日)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 
報佳音報佳音報佳音報佳音 

(24/12 五五五五) 

雅各雅各雅各雅各 每月聚會三次每月聚會三次每月聚會三次每月聚會三次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2/11 五五五五) 

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9/11 五五五五)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0/12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7/12 五五五五)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11 24/11 1/12 8/12 15/12 22/12 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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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戶外戶外戶外戶外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十十十十) 

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

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

狗仔殺手狗仔殺手狗仔殺手狗仔殺手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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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十至十二月十至十二月十至十二月十至十二月)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4/11 21/11 28/11 5/12 12/12 19/12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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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聚茶聚茶聚茶聚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慶祝會慶祝會慶祝會慶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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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臨期之將臨期之將臨期之將臨期之

準備準備準備準備/洗禮洗禮洗禮洗禮

者之心志者之心志者之心志者之心志 

--- 

聖誕來臨聖誕來臨聖誕來臨聖誕來臨

之事工之事工之事工之事工/

肢體心靈肢體心靈肢體心靈肢體心靈

預備預備預備預備 

--- 
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

及反思及反思及反思及反思 
--- 

註註註註 :「「「「---」」」」表示該週沒表示該週沒表示該週沒表示該週沒有聚會有聚會有聚會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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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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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 28/11 5/12 12/12 19/12 25/12 26/12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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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藍藍藍藍////紫紫紫紫))))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藍藍藍藍////紫紫紫紫))))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藍藍藍藍////紫紫紫紫))))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白白白白))))    

聖誕期聖誕期聖誕期聖誕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白白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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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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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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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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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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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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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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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    ------------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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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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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賽賽賽 11:1-10 

羅羅羅羅 15:4-13 

太太太太 3:1-12 

賽賽賽賽 35:1-10 

雅雅雅雅 5:7-10 

太太太太 11:2-11 

賽賽賽賽 7:10-16 

羅羅羅羅 1:1-7 

太太太太 1:18-25 

賽賽賽賽 52:7-10 

來來來來 1:1-4 

約約約約 1:1-14 

賽賽賽賽 63:7-9 

來來來來 2:10-18 

太太太太 2:13-23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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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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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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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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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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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碧君蔡碧君蔡碧君蔡碧君    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聖聖聖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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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聖聖聖聖))))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後後後後))))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地地地地))))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聖聖聖聖))))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後後後後))))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地地地地))))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聖聖聖聖))))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後後後後))))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地地地地))))    

曾偉倫曾偉倫曾偉倫曾偉倫((((聖聖聖聖))))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後後後後))))    

劉珠劉珠劉珠劉珠((((地地地地))))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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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46,195,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72,484 

84,392,75,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6,491 

205,86, 

457,355 

5,89,462,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58,415 

75,87, 

88,364 

114,103,115,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0,90 

38,43,321,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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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佳佳佳佳 10 
--- 

佳佳佳佳 7,佳佳佳佳 69, 

佳佳佳佳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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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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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代禱崇拜代禱崇拜代禱崇拜代禱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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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月月月月))))、、、、何何何何俊威俊威俊威俊威((((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月月月月))))、、、、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