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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沐沐沐    

  恩恩恩恩   

     月月月月     

         刊刊刊刊 

 數算主恩數算主恩數算主恩數算主恩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約翰團契導師約翰團契導師約翰團契導師約翰團契導師) 
  

 

一年前當我還是全職學生的時候，教會執事邀請我為教會十二月的月刊撰文，

當時已決定要數算主恩。一年時間過去，成為中學老師後的我，忙得不可開交，猛

然發現，自己已把主的恩典擱在一旁。詩歌<<數算主恩>>給我很好的提醒: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  主的恩典都要記清楚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  必要叫你驚訝立時樂歡呼 

 

誠然，上帝的供應、上帝的恩典實在超出我的所想所求。兩年前的金融海嘯捲

走了我在銀行的工作，諷刺的是，當天正是我和哥哥為家人達成置業夢----收樓的大

日子，我不禁大喊:「上帝，為何偏偏選中我?」往後的幾個月，我不斷求問上帝的

心意、要在我身上成全的事。當時我靠替人補習維持生計，卻找到教學的那份滿足

感，於是決定報讀教育文憑。誠然，在沒有全職工作的收入下應付雙重開支---樓按

供款及學費下，這個想法實在有點妙想天開，但我深信，這若是主的心意，祂必開

路！感謝主，祂的恩典實在超出我的所想所求! 沒想到我最終獲批的學生資助比修

讀大學學位課程時還要多，還有很多弟兄姊妹和朋友為我介紹補習，我深深感受到

上帝是與人同在的上帝，祂背著我渡過這個難關，使我從不缺乏。 

 

本年九月我再次投入工作，月初不斷提醒自己要好好預備奉獻，結果九月最後

的主日，善忘的我又忘記了。以往我只會覺得十月補回也是一樣的，但當天完了祟

拜，我決定立刻跑到自動櫃員機提款，把獻給神的禮物帶回教會。那刻我的心情是

激動的，不是因為我有「能力」作奉獻，而是我深深感受到，能作奉獻全然是上帝

的恩典！ 

 

弟兄姊妹們，在我們繁重的生活中，讓我們彼此提醒，勿忘主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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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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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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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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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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人人人人。。。。 

2. 24/12 晚上本堂將參與沙田區教會聯合舉辦之報佳音晚上本堂將參與沙田區教會聯合舉辦之報佳音晚上本堂將參與沙田區教會聯合舉辦之報佳音晚上本堂將參與沙田區教會聯合舉辦之報佳音，，，，肢體欲參加請向蔡志明肢體欲參加請向蔡志明肢體欲參加請向蔡志明肢體欲參加請向蔡志明

姊妹報名姊妹報名姊妹報名姊妹報名。。。。 

3. 聖誕崇拜暨聯歡會將於聖誕崇拜暨聯歡會將於聖誕崇拜暨聯歡會將於聖誕崇拜暨聯歡會將於 25/12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00-7:00 假本堂六樓禮堂假本堂六樓禮堂假本堂六樓禮堂假本堂六樓禮堂舉行舉行舉行舉行，，，，當中有肢當中有肢當中有肢當中有肢

體洗禮及堅信體洗禮及堅信體洗禮及堅信體洗禮及堅信，，，，請預留時間出席請預留時間出席請預留時間出席請預留時間出席。。。。 

4. 於於於於 25/12 聖誕節接受洗禮及堅信者有聖誕節接受洗禮及堅信者有聖誕節接受洗禮及堅信者有聖誕節接受洗禮及堅信者有 7 位位位位，，，，分別為蔡青姐分別為蔡青姐分別為蔡青姐分別為蔡青姐、、、、黃十妹黃十妹黃十妹黃十妹、、、、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堅信堅信堅信堅信)，，，，請為他們代禱守望請為他們代禱守望請為他們代禱守望請為他們代禱守望。。。。 

5. 本堂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堂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堂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堂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 26/12 崇拜後隨即舉行崇拜後隨即舉行崇拜後隨即舉行崇拜後隨即舉行，，，，教友信已於教友信已於教友信已於教友信已於 28/11 發發發發

出出出出，，，，其他資料將於稍後電郵或寄出其他資料將於稍後電郵或寄出其他資料將於稍後電郵或寄出其他資料將於稍後電郵或寄出，，，，請所有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教友預留時間出席。。。。 

6. 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 2011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5:00 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事奉人員退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事奉人員退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事奉人員退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事奉人員退

修日修日修日修日，，，，敦請陳國權牧師主講敦請陳國權牧師主講敦請陳國權牧師主講敦請陳國權牧師主講，，，，請所有執事請所有執事請所有執事請所有執事、、、、團契導師及主日學老師預留時間團契導師及主日學老師預留時間團契導師及主日學老師預留時間團契導師及主日學老師預留時間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7. 本會道聲出版社將於本會道聲出版社將於本會道聲出版社將於本會道聲出版社將於 2011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00-5:00 假信義樓假信義樓假信義樓假信義樓五樓五樓五樓五樓有一有一有一有一

崇拜與教會年之講座崇拜與教會年之講座崇拜與教會年之講座崇拜與教會年之講座，，，，由張玉文博士及張振華牧師主講由張玉文博士及張振華牧師主講由張玉文博士及張振華牧師主講由張玉文博士及張振華牧師主講，，，，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70 人人人人，，，，費用全費用全費用全費用全

免免免免，，，，請向蔡志明執事報名請向蔡志明執事報名請向蔡志明執事報名請向蔡志明執事報名。。。。 

8. 本會家庭關顧部將於本會家庭關顧部將於本會家庭關顧部將於本會家庭關顧部將於 201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00-6:00 假沙田科學園湖畔假沙田科學園湖畔假沙田科學園湖畔假沙田科學園湖畔

餐廳舉行餐廳舉行餐廳舉行餐廳舉行「「「「給摯愛的約會給摯愛的約會給摯愛的約會給摯愛的約會」」」」聚會聚會聚會聚會，，，，每對夫婦費用每對夫婦費用每對夫婦費用每對夫婦費用$200，，，，歡迎報名參加歡迎報名參加歡迎報名參加歡迎報名參加。。。。 

9. 本會海宣部招募本會海宣部招募本會海宣部招募本會海宣部招募 2011 年差傳戰士年差傳戰士年差傳戰士年差傳戰士，，，，詳情請看海報或向方教師或鄭翠瓊執事查詳情請看海報或向方教師或鄭翠瓊執事查詳情請看海報或向方教師或鄭翠瓊執事查詳情請看海報或向方教師或鄭翠瓊執事查

詢詢詢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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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袁杏芬婆婆輕微中風袁杏芬婆婆輕微中風袁杏芬婆婆輕微中風袁杏芬婆婆輕微中風，，，，曾入院檢查曾入院檢查曾入院檢查曾入院檢查，，，，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並需定期檢查並需定期檢查並需定期檢查並需定期檢查。。。。 

 
2. 賴步雲伯伯最近常有肚瀉情況賴步雲伯伯最近常有肚瀉情況賴步雲伯伯最近常有肚瀉情況賴步雲伯伯最近常有肚瀉情況，，，，謝婆婆需額外照顧料理他謝婆婆需額外照顧料理他謝婆婆需額外照顧料理他謝婆婆需額外照顧料理他，，，，請為兩位年邁長請為兩位年邁長請為兩位年邁長請為兩位年邁長

者代禱者代禱者代禱者代禱。。。。 

 

3. 黃碧瑤姊妹於黃碧瑤姊妹於黃碧瑤姊妹於黃碧瑤姊妹於 10/11-14/11 代表代表代表代表本本本本會出席由挪威差會主辦會出席由挪威差會主辦會出席由挪威差會主辦會出席由挪威差會主辦，，，，本會本會本會本會、、、、禮賢會禮賢會禮賢會禮賢會、、、、崇崇崇崇

真會及信義宗神學院協辦真會及信義宗神學院協辦真會及信義宗神學院協辦真會及信義宗神學院協辦之之之之 youth@online-conference for young christian 

leaders 營會營會營會營會，，，，與其他歐與其他歐與其他歐與其他歐、、、、亞亞亞亞、、、、非三大洲超過非三大洲超過非三大洲超過非三大洲超過 30 多位青年領袖一同學習多位青年領袖一同學習多位青年領袖一同學習多位青年領袖一同學習。。。。 

 

4. 黃力之弟兄與黃詠琪姊妹將於黃力之弟兄與黃詠琪姊妹將於黃力之弟兄與黃詠琪姊妹將於黃力之弟兄與黃詠琪姊妹將於 19/12 下午二時正下午二時正下午二時正下午二時正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結婚典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結婚典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結婚典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結婚典

禮禮禮禮，，，，本堂祝賀一對新人白頭到老本堂祝賀一對新人白頭到老本堂祝賀一對新人白頭到老本堂祝賀一對新人白頭到老，，，，永結同心永結同心永結同心永結同心。。。。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世界局勢為世界局勢為世界局勢為世界局勢，，，，社會公義社會公義社會公義社會公義，，，，貧富懸殊禱告貧富懸殊禱告貧富懸殊禱告貧富懸殊禱告。。。。 

 
2. 為本堂聖工發展為本堂聖工發展為本堂聖工發展為本堂聖工發展，，，，來年計劃禱告來年計劃禱告來年計劃禱告來年計劃禱告。。。。 

 

3. 為肢體屬靈生命成長為肢體屬靈生命成長為肢體屬靈生命成長為肢體屬靈生命成長、、、、熱心追求代禱熱心追求代禱熱心追求代禱熱心追求代禱。。。。 

 

4. 為將接受洗禮為將接受洗禮為將接受洗禮為將接受洗禮，，，，堅信肢體守望堅信肢體守望堅信肢體守望堅信肢體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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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年年年 12 – 2011 年年年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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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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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六六六六) 信義宗聯會周年大會信義宗聯會周年大會信義宗聯會周年大會信義宗聯會周年大會 本會信義宗聯本會信義宗聯本會信義宗聯本會信義宗聯

會代表會代表會代表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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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二二二二) 信義宗聯會同工聯禱會信義宗聯會同工聯禱會信義宗聯會同工聯禱會信義宗聯會同工聯禱會 信義宗聯會同信義宗聯會同信義宗聯會同信義宗聯會同

工工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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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禾輋信義學校佈道會禾輋信義學校佈道會禾輋信義學校佈道會禾輋信義學校佈道會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18(六六六六) 禾輋信義學校獻校禮感恩崇拜禾輋信義學校獻校禮感恩崇拜禾輋信義學校獻校禮感恩崇拜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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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五五五五) 沙田區佈沙田區佈沙田區佈沙田區佈佳音佳音佳音佳音 本堂信徒本堂信徒本堂信徒本堂信徒 沙田區教會沙田區教會沙田區教會沙田區教會 

26(日日日日) 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 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 執事部執事部執事部執事部 

29(三三三三) 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2(日日日日)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部部部部會會會會 主日學老師主日學老師主日學老師主日學老師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2(日日日日) 事奉人員退修日營事奉人員退修日營事奉人員退修日營事奉人員退修日營 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 

主日學老師主日學老師主日學老師主日學老師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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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三三三三) 

19(三三三三) 

讚美操訓練班讚美操訓練班讚美操訓練班讚美操訓練班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家庭關顧部婦聯家庭關顧部婦聯家庭關顧部婦聯家庭關顧部婦聯 

12(三三三三) 

26(三三三三) 

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16(日日日日) 呈獻聖餐訓練呈獻聖餐訓練呈獻聖餐訓練呈獻聖餐訓練 本堂會友本堂會友本堂會友本堂會友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16(日日日日) 音響員訓練音響員訓練音響員訓練音響員訓練 本堂會友本堂會友本堂會友本堂會友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17(一一一一) 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 常務委員常務委員常務委員常務委員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0(日日日日) 全港教牧同工聯合聖餐崇拜暨全港教牧同工聯合聖餐崇拜暨全港教牧同工聯合聖餐崇拜暨全港教牧同工聯合聖餐崇拜暨早餐團早餐團早餐團早餐團

契契契契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香 港 基 督 教 協 進香 港 基 督 教 協 進香 港 基 督 教 協 進香 港 基 督 教 協 進

會會會會 

23(日日日日) 差關祈禱會差關祈禱會差關祈禱會差關祈禱會 本堂會友本堂會友本堂會友本堂會友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23(日日日日) 詩班員分享暨感恩會詩班員分享暨感恩會詩班員分享暨感恩會詩班員分享暨感恩會 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30(日日日日) 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 關關關關顧顧顧顧部部員部部員部部員部部員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30(日日日日) 團年午飯團年午飯團年午飯團年午飯 本堂獨居本堂獨居本堂獨居本堂獨居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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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轉化生命讀經法活用轉化生命讀經法活用轉化生命讀經法活用轉化生命讀經法（（（（4堂堂堂堂）））） 

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 環球聖經公會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黎永明先生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基督徒的生命轉化建基於讀經和行道，但是如何可以明白聖經，又有動力行道？本課程教導參加者活用講師多年心得

的結晶──轉化生命讀經法，並把它應用於不同體裁，使參加者從此享受讀經，又願意實踐神的話語。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免費課程．粵語主講．自由奉獻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4-25/1（週二）7:30-9:30 pm（4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埔浸信會二樓禮堂（新界大埔墟鄉事會坊 32-38號） 

 

 
 

各位沐恩堂的弟兄姊妹，在教會年新一年的開始，又是正邁向 2011 年的時候，您有否為您的奉

獻心志立下目標？ 

您會為教會的差傳工作、宣教工場的需要，預備您的信心認獻嗎？ 

您會為讓上帝在您身上更多的動工、為您更向聖靈的微聲開放，而預備投入時間上的奉獻，參加宣教體

驗旅程嗎？ 

又是新的一年了，您預備好了嗎？ 

 

代禱消息 

泰國工場 

1. 歐陽雪玲姑娘將會學習駕駛，以備第二期宣教事奉。 

2. 林穎雯姑娘現正留港，盼能在神學上裝備更多，求主引領。 

 

柬埔寨工場 

1. 求主在 11 月 22 日金邊鑽石橋意外中，受傷的柬人及死難者的家屬代禱，求主安慰他們。 

2. 求主賜福同工 Rithy 及英文班學員，經歷耶穌降生奇妙大能。 

 

斐濟工場 

1. 記念十二月九號抵達斐濟的 12 位短宣團隊，盼三星期的服侍有所領受，同時為當地華人帶來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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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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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1 3/1 4/1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5/1 6/1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7/1 8/1 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9/1 10/1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 

11/1 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 12/1 13/1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14/1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15/1 

16/1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17/1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18/1 *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 

    *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 

19/1 20/1 21/1 22/1 

23/1 24/1 25/1 26/1 27/1 28/1 29/1 

30/1 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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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天國作準備為進天國作準備為進天國作準備為進天國作準備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在一次靈修閱讀中，看見一篇文章有這樣的報導：根據美國的蓋

洛普民意測驗顯示，有 78%的美國人期望死後能進入天國。不過，在

他們當中有許多難得做一次禱告，也不讀聖經，更不去教會。他們承

認活着是為了使自己快樂，而不是使上帝喜悅，那我真的不明白，這

些人為何還想要進天國。 

 

不過，我相信這也是大部份基督徒們的想法，不需付上更大的代

價，卻能享受上帝莫大的恩惠！然而我們知道，除非我們對上帝的態

度有所改變，否則，天國對我們來說，可能是一個打擊多過一種榮耀。 

 

聖經說，天上的生活和地上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我不相信人會

以玩電腦、iPhone、iPad、iPod、或其他玩兒、美食、活動來過永世的

生活，天國常被描寫成是天使和被救贖的人居住的地方，他們主要是

敬拜上帝，歌頌上帝，讚美上帝，是活在完全榮耀的上帝面前。 

 

倘若今天我們在地上未能預備自己，好好操練在天上那種生活模

式，我相信就算我們能進入天國，我們也一定會被悶死！ 

 

主啊！請幫助我們，活着時更愛祢，更儆醒生活，作進入天國的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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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 魏書如弟兄 

(本堂教友) 

 

與妻子的訣別，教我難受了相當的日子；即使是要我與手

上的婚戒分開，也足夠叫我的心情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起伏。 

十月三十日，我前往葵涌火葬場看望太太的靈龕。離開時，

先到洗手間清潔雙手。到上了的士後，始發覺手指上的婚戒不

見了。我心想「不妙」，定是在洗手時遺下了在洗手間！我立

時致電火葬場的辦事處，請他們幫忙。辦事處的劉先生前往替

我找尋，但卻沒有給我帶來好消息！ 

我惟有無奈地返家，心中異常鬱悶，感到十分對不起亡妻。

第二天，我把事情告訴牧師。雖然牧師安慰我，指出太太對我

的愛必勝過那枚婚戒，但我內心依然無法釋懷！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尋回那枚婚戒的機會似乎愈來愈渺

茫。到了十一月四日，正當我近乎失去盼望之際，竟收到火葬

場辦事處的來電，告知我有人拾獲一枚戒子，款式與我所描述

的相仿。他們通知我可於第二天前往辨認，看看它是否我所遺

失的婚戒。但我的心不容我待至明天，我的腿急促的送了我上

的士，直奔火葬場！ 

我從辦事處的劉先生手中接過那枚戒子一看──感謝

主！ 

 

註：本文章經方克信教師代為整理 

 

 



潔皿的第潔皿的第潔皿的第潔皿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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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兩個月的生活如何呢？有什麼可以為你代禱你這兩個月的生活如何呢？有什麼可以為你代禱你這兩個月的生活如何呢？有什麼可以為你代禱你這兩個月的生活如何呢？有什麼可以為你代禱
的生活，從不同的文化中更認識自己原來是一個怎樣的人，除了自己「同聲同氣」的室友，我覺得自己在這兒也的生活，從不同的文化中更認識自己原來是一個怎樣的人，除了自己「同聲同氣」的室友，我覺得自己在這兒也的生活，從不同的文化中更認識自己原來是一個怎樣的人，除了自己「同聲同氣」的室友，我覺得自己在這兒也的生活，從不同的文化中更認識自己原來是一個怎樣的人，除了自己「同聲同氣」的室友，我覺得自己在這兒也
找到無所不談的知己，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呢！找到無所不談的知己，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呢！找到無所不談的知己，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呢！找到無所不談的知己，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呢！
    

    
    
    
    
    

成為為尋求另一半的姊妹守望者成為為尋求另一半的姊妹守望者成為為尋求另一半的姊妹守望者成為為尋求另一半的姊妹守望者
很感恩我跟室友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們堅持每個晚上有一個小時很感恩我跟室友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們堅持每個晚上有一個小時很感恩我跟室友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們堅持每個晚上有一個小時很感恩我跟室友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們堅持每個晚上有一個小時
一同分享代禱的時間，我們彼此代禱之餘一同分享代禱的時間，我們彼此代禱之餘一同分享代禱的時間，我們彼此代禱之餘一同分享代禱的時間，我們彼此代禱之餘
港弟兄姊妹的需要：例如星期一是我們專為單身姊妹禱告記念的日港弟兄姊妹的需要：例如星期一是我們專為單身姊妹禱告記念的日港弟兄姊妹的需要：例如星期一是我們專為單身姊妹禱告記念的日港弟兄姊妹的需要：例如星期一是我們專為單身姊妹禱告記念的日
子，基本上我們每次都有不同的名單，姊妹們，不要害羞，有需要子，基本上我們每次都有不同的名單，姊妹們，不要害羞，有需要子，基本上我們每次都有不同的名單，姊妹們，不要害羞，有需要子，基本上我們每次都有不同的名單，姊妹們，不要害羞，有需要
的話，主動告訴我啊！我們真的非常樂意與妳們一同分享禱告蒙應的話，主動告訴我啊！我們真的非常樂意與妳們一同分享禱告蒙應的話，主動告訴我啊！我們真的非常樂意與妳們一同分享禱告蒙應的話，主動告訴我啊！我們真的非常樂意與妳們一同分享禱告蒙應
允那份喜樂！允那份喜樂！允那份喜樂！允那份喜樂！
    

食麥皮顯「神蹟」食麥皮顯「神蹟」食麥皮顯「神蹟」食麥皮顯「神蹟」    
大家有沒有把自己從前很討厭，從來不吃的食物吞進口中呢？大家有沒有把自己從前很討厭，從來不吃的食物吞進口中呢？大家有沒有把自己從前很討厭，從來不吃的食物吞進口中呢？大家有沒有把自己從前很討厭，從來不吃的食物吞進口中呢？
在這兒，這「神蹟」發生在我的身上！從來我都覺得麥皮的樣子很像嘔吐物一般在這兒，這「神蹟」發生在我的身上！從來我都覺得麥皮的樣子很像嘔吐物一般在這兒，這「神蹟」發生在我的身上！從來我都覺得麥皮的樣子很像嘔吐物一般在這兒，這「神蹟」發生在我的身上！從來我都覺得麥皮的樣子很像嘔吐物一般
當我小時候吃了一口，我便立即反胃，想吐！「不幸」地，我的室友謙柔卻忠心地當我小時候吃了一口，我便立即反胃，想吐！「不幸」地，我的室友謙柔卻忠心地當我小時候吃了一口，我便立即反胃，想吐！「不幸」地，我的室友謙柔卻忠心地當我小時候吃了一口，我便立即反胃，想吐！「不幸」地，我的室友謙柔卻忠心地
每天早上在我面前吃這可怕的東西，並每天告訴我這是何等美味！因著每天早上在我面前吃這可怕的東西，並每天告訴我這是何等美味！因著每天早上在我面前吃這可怕的東西，並每天告訴我這是何等美味！因著每天早上在我面前吃這可怕的東西，並每天告訴我這是何等美味！因著
決心，我開始默默「輔導」自己決心，我開始默默「輔導」自己決心，我開始默默「輔導」自己決心，我開始默默「輔導」自己
的時候，那些配料比「主角」還多很多，慢慢配料減少，「主角」越吃越多，有時的時候，那些配料比「主角」還多很多，慢慢配料減少，「主角」越吃越多，有時的時候，那些配料比「主角」還多很多，慢慢配料減少，「主角」越吃越多，有時的時候，那些配料比「主角」還多很多，慢慢配料減少，「主角」越吃越多，有時
候吃到最後覺得很難受，我便告訴自己「這是很美味的白汁吞拿魚」！這不是在潔候吃到最後覺得很難受，我便告訴自己「這是很美味的白汁吞拿魚」！這不是在潔候吃到最後覺得很難受，我便告訴自己「這是很美味的白汁吞拿魚」！這不是在潔候吃到最後覺得很難受，我便告訴自己「這是很美味的白汁吞拿魚」！這不是在潔
皿身上顯的「神蹟」嗎？皿身上顯的「神蹟」嗎？皿身上顯的「神蹟」嗎？皿身上顯的「神蹟」嗎？    

家庭生活篇 

現在我一星期大概有 4-5 天早

上都是這樣吃著麥皮…「神

蹟」! 

潔皿的第潔皿的第潔皿的第潔皿的第四四四四封家書封家書封家書封家書    

    

你這兩個月的生活如何呢？有什麼可以為你代禱你這兩個月的生活如何呢？有什麼可以為你代禱你這兩個月的生活如何呢？有什麼可以為你代禱你這兩個月的生活如何呢？有什麼可以為你代禱？我從十月到十一月生活越來越充實，發覺自己越來越適應這兒？我從十月到十一月生活越來越充實，發覺自己越來越適應這兒？我從十月到十一月生活越來越充實，發覺自己越來越適應這兒？我從十月到十一月生活越來越充實，發覺自己越來越適應這兒
的生活，從不同的文化中更認識自己原來是一個怎樣的人，除了自己「同聲同氣」的室友，我覺得自己在這兒也的生活，從不同的文化中更認識自己原來是一個怎樣的人，除了自己「同聲同氣」的室友，我覺得自己在這兒也的生活，從不同的文化中更認識自己原來是一個怎樣的人，除了自己「同聲同氣」的室友，我覺得自己在這兒也的生活，從不同的文化中更認識自己原來是一個怎樣的人，除了自己「同聲同氣」的室友，我覺得自己在這兒也
找到無所不談的知己，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呢！找到無所不談的知己，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呢！找到無所不談的知己，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呢！找到無所不談的知己，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呢！    

        

成為為尋求另一半的姊妹守望者成為為尋求另一半的姊妹守望者成為為尋求另一半的姊妹守望者成為為尋求另一半的姊妹守望者    
很感恩我跟室友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們堅持每個晚上有一個小時很感恩我跟室友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們堅持每個晚上有一個小時很感恩我跟室友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們堅持每個晚上有一個小時很感恩我跟室友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們堅持每個晚上有一個小時
一同分享代禱的時間，我們彼此代禱之餘一同分享代禱的時間，我們彼此代禱之餘一同分享代禱的時間，我們彼此代禱之餘一同分享代禱的時間，我們彼此代禱之餘，我們更學習禱告服侍香，我們更學習禱告服侍香，我們更學習禱告服侍香，我們更學習禱告服侍香
港弟兄姊妹的需要：例如星期一是我們專為單身姊妹禱告記念的日港弟兄姊妹的需要：例如星期一是我們專為單身姊妹禱告記念的日港弟兄姊妹的需要：例如星期一是我們專為單身姊妹禱告記念的日港弟兄姊妹的需要：例如星期一是我們專為單身姊妹禱告記念的日
子，基本上我們每次都有不同的名單，姊妹們，不要害羞，有需要子，基本上我們每次都有不同的名單，姊妹們，不要害羞，有需要子，基本上我們每次都有不同的名單，姊妹們，不要害羞，有需要子，基本上我們每次都有不同的名單，姊妹們，不要害羞，有需要
的話，主動告訴我啊！我們真的非常樂意與妳們一同分享禱告蒙應的話，主動告訴我啊！我們真的非常樂意與妳們一同分享禱告蒙應的話，主動告訴我啊！我們真的非常樂意與妳們一同分享禱告蒙應的話，主動告訴我啊！我們真的非常樂意與妳們一同分享禱告蒙應
允那份喜樂！允那份喜樂！允那份喜樂！允那份喜樂！    
    

大家有沒有把自己從前很討厭，從來不吃的食物吞進口中呢？大家有沒有把自己從前很討厭，從來不吃的食物吞進口中呢？大家有沒有把自己從前很討厭，從來不吃的食物吞進口中呢？大家有沒有把自己從前很討厭，從來不吃的食物吞進口中呢？    
在這兒，這「神蹟」發生在我的身上！從來我都覺得麥皮的樣子很像嘔吐物一般在這兒，這「神蹟」發生在我的身上！從來我都覺得麥皮的樣子很像嘔吐物一般在這兒，這「神蹟」發生在我的身上！從來我都覺得麥皮的樣子很像嘔吐物一般在這兒，這「神蹟」發生在我的身上！從來我都覺得麥皮的樣子很像嘔吐物一般
當我小時候吃了一口，我便立即反胃，想吐！「不幸」地，我的室友謙柔卻忠心地當我小時候吃了一口，我便立即反胃，想吐！「不幸」地，我的室友謙柔卻忠心地當我小時候吃了一口，我便立即反胃，想吐！「不幸」地，我的室友謙柔卻忠心地當我小時候吃了一口，我便立即反胃，想吐！「不幸」地，我的室友謙柔卻忠心地
每天早上在我面前吃這可怕的東西，並每天告訴我這是何等美味！因著每天早上在我面前吃這可怕的東西，並每天告訴我這是何等美味！因著每天早上在我面前吃這可怕的東西，並每天告訴我這是何等美味！因著每天早上在我面前吃這可怕的東西，並每天告訴我這是何等美味！因著我對減肥的我對減肥的我對減肥的我對減肥的
決心，我開始默默「輔導」自己決心，我開始默默「輔導」自己決心，我開始默默「輔導」自己決心，我開始默默「輔導」自己…………終於，我開始慢慢從很小很小份量開始試，開始終於，我開始慢慢從很小很小份量開始試，開始終於，我開始慢慢從很小很小份量開始試，開始終於，我開始慢慢從很小很小份量開始試，開始
的時候，那些配料比「主角」還多很多，慢慢配料減少，「主角」越吃越多，有時的時候，那些配料比「主角」還多很多，慢慢配料減少，「主角」越吃越多，有時的時候，那些配料比「主角」還多很多，慢慢配料減少，「主角」越吃越多，有時的時候，那些配料比「主角」還多很多，慢慢配料減少，「主角」越吃越多，有時
候吃到最後覺得很難受，我便告訴自己「這是很美味的白汁吞拿魚」！這不是在潔候吃到最後覺得很難受，我便告訴自己「這是很美味的白汁吞拿魚」！這不是在潔候吃到最後覺得很難受，我便告訴自己「這是很美味的白汁吞拿魚」！這不是在潔候吃到最後覺得很難受，我便告訴自己「這是很美味的白汁吞拿魚」！這不是在潔

同工退修會同工退修會同工退修會同工退修會    
1/111/111/111/11----3/113/113/113/11 我和我的團隊一同去了一個很美很舒服的地我和我的團隊一同去了一個很美很舒服的地我和我的團隊一同去了一個很美很舒服的地我和我的團隊一同去了一個很美很舒服的地
方退修，我們的行程非常簡單：玩紙牌、很大一段獨處方退修，我們的行程非常簡單：玩紙牌、很大一段獨處方退修，我們的行程非常簡單：玩紙牌、很大一段獨處方退修，我們的行程非常簡單：玩紙牌、很大一段獨處
時間、一同聚集敬拜分享，還有非常重要的無添加樸素時間、一同聚集敬拜分享，還有非常重要的無添加樸素時間、一同聚集敬拜分享，還有非常重要的無添加樸素時間、一同聚集敬拜分享，還有非常重要的無添加樸素
具文風特色的本地菜品嚐，那段時光何奇美好，盼望大具文風特色的本地菜品嚐，那段時光何奇美好，盼望大具文風特色的本地菜品嚐，那段時光何奇美好，盼望大具文風特色的本地菜品嚐，那段時光何奇美好，盼望大
家在照片中感受得到！家在照片中感受得到！家在照片中感受得到！家在照片中感受得到！:D:D:D:D    

 

？我從十月到十一月生活越來越充實，發覺自己越來越適應這兒？我從十月到十一月生活越來越充實，發覺自己越來越適應這兒？我從十月到十一月生活越來越充實，發覺自己越來越適應這兒？我從十月到十一月生活越來越充實，發覺自己越來越適應這兒
的生活，從不同的文化中更認識自己原來是一個怎樣的人，除了自己「同聲同氣」的室友，我覺得自己在這兒也的生活，從不同的文化中更認識自己原來是一個怎樣的人，除了自己「同聲同氣」的室友，我覺得自己在這兒也的生活，從不同的文化中更認識自己原來是一個怎樣的人，除了自己「同聲同氣」的室友，我覺得自己在這兒也的生活，從不同的文化中更認識自己原來是一個怎樣的人，除了自己「同聲同氣」的室友，我覺得自己在這兒也

很感恩我跟室友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們堅持每個晚上有一個小時很感恩我跟室友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們堅持每個晚上有一個小時很感恩我跟室友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們堅持每個晚上有一個小時很感恩我跟室友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們堅持每個晚上有一個小時
，我們更學習禱告服侍香，我們更學習禱告服侍香，我們更學習禱告服侍香，我們更學習禱告服侍香

港弟兄姊妹的需要：例如星期一是我們專為單身姊妹禱告記念的日港弟兄姊妹的需要：例如星期一是我們專為單身姊妹禱告記念的日港弟兄姊妹的需要：例如星期一是我們專為單身姊妹禱告記念的日港弟兄姊妹的需要：例如星期一是我們專為單身姊妹禱告記念的日
子，基本上我們每次都有不同的名單，姊妹們，不要害羞，有需要子，基本上我們每次都有不同的名單，姊妹們，不要害羞，有需要子，基本上我們每次都有不同的名單，姊妹們，不要害羞，有需要子，基本上我們每次都有不同的名單，姊妹們，不要害羞，有需要
的話，主動告訴我啊！我們真的非常樂意與妳們一同分享禱告蒙應的話，主動告訴我啊！我們真的非常樂意與妳們一同分享禱告蒙應的話，主動告訴我啊！我們真的非常樂意與妳們一同分享禱告蒙應的話，主動告訴我啊！我們真的非常樂意與妳們一同分享禱告蒙應

在這兒，這「神蹟」發生在我的身上！從來我都覺得麥皮的樣子很像嘔吐物一般在這兒，這「神蹟」發生在我的身上！從來我都覺得麥皮的樣子很像嘔吐物一般在這兒，這「神蹟」發生在我的身上！從來我都覺得麥皮的樣子很像嘔吐物一般在這兒，這「神蹟」發生在我的身上！從來我都覺得麥皮的樣子很像嘔吐物一般…………
當我小時候吃了一口，我便立即反胃，想吐！「不幸」地，我的室友謙柔卻忠心地當我小時候吃了一口，我便立即反胃，想吐！「不幸」地，我的室友謙柔卻忠心地當我小時候吃了一口，我便立即反胃，想吐！「不幸」地，我的室友謙柔卻忠心地當我小時候吃了一口，我便立即反胃，想吐！「不幸」地，我的室友謙柔卻忠心地

我對減肥的我對減肥的我對減肥的我對減肥的
終於，我開始慢慢從很小很小份量開始試，開始終於，我開始慢慢從很小很小份量開始試，開始終於，我開始慢慢從很小很小份量開始試，開始終於，我開始慢慢從很小很小份量開始試，開始

的時候，那些配料比「主角」還多很多，慢慢配料減少，「主角」越吃越多，有時的時候，那些配料比「主角」還多很多，慢慢配料減少，「主角」越吃越多，有時的時候，那些配料比「主角」還多很多，慢慢配料減少，「主角」越吃越多，有時的時候，那些配料比「主角」還多很多，慢慢配料減少，「主角」越吃越多，有時
候吃到最後覺得很難受，我便告訴自己「這是很美味的白汁吞拿魚」！這不是在潔候吃到最後覺得很難受，我便告訴自己「這是很美味的白汁吞拿魚」！這不是在潔候吃到最後覺得很難受，我便告訴自己「這是很美味的白汁吞拿魚」！這不是在潔候吃到最後覺得很難受，我便告訴自己「這是很美味的白汁吞拿魚」！這不是在潔

我和我的團隊一同去了一個很美很舒服的地我和我的團隊一同去了一個很美很舒服的地我和我的團隊一同去了一個很美很舒服的地我和我的團隊一同去了一個很美很舒服的地
方退修，我們的行程非常簡單：玩紙牌、很大一段獨處方退修，我們的行程非常簡單：玩紙牌、很大一段獨處方退修，我們的行程非常簡單：玩紙牌、很大一段獨處方退修，我們的行程非常簡單：玩紙牌、很大一段獨處
時間、一同聚集敬拜分享，還有非常重要的無添加樸素時間、一同聚集敬拜分享，還有非常重要的無添加樸素時間、一同聚集敬拜分享，還有非常重要的無添加樸素時間、一同聚集敬拜分享，還有非常重要的無添加樸素
具文風特色的本地菜品嚐，那段時光何奇美好，盼望大具文風特色的本地菜品嚐，那段時光何奇美好，盼望大具文風特色的本地菜品嚐，那段時光何奇美好，盼望大具文風特色的本地菜品嚐，那段時光何奇美好，盼望大



    
    
說了那麼多吃喝玩樂的生活，真的很寫意說了那麼多吃喝玩樂的生活，真的很寫意說了那麼多吃喝玩樂的生活，真的很寫意說了那麼多吃喝玩樂的生活，真的很寫意啊，潔皿是在渡假嗎？不是的！因為正正是工作開始忙碌、壓力開始啊，潔皿是在渡假嗎？不是的！因為正正是工作開始忙碌、壓力開始啊，潔皿是在渡假嗎？不是的！因為正正是工作開始忙碌、壓力開始啊，潔皿是在渡假嗎？不是的！因為正正是工作開始忙碌、壓力開始
了了了了…………    
    
    
    
    

    
    
    
    

    
    
    
    

「「「「在人不能在人不能在人不能在人不能」－」－」－」－傳福音的經歷傳福音的經歷傳福音的經歷傳福音的經歷    
這兩個月來潔皿每個星期都會有個別與同工或學生搭擋與一些大一學生傳福音及帶領小組。從前在香港這兩個月來潔皿每個星期都會有個別與同工或學生搭擋與一些大一學生傳福音及帶領小組。從前在香港這兩個月來潔皿每個星期都會有個別與同工或學生搭擋與一些大一學生傳福音及帶領小組。從前在香港這兩個月來潔皿每個星期都會有個別與同工或學生搭擋與一些大一學生傳福音及帶領小組。從前在香港
自問有一點傳福音恩賜的潔皿，在這兒就像「廢了武功」一樣，原因如下：自問有一點傳福音恩賜的潔皿，在這兒就像「廢了武功」一樣，原因如下：自問有一點傳福音恩賜的潔皿，在這兒就像「廢了武功」一樣，原因如下：自問有一點傳福音恩賜的潔皿，在這兒就像「廢了武功」一樣，原因如下：
    
１１１１）我和他們在非常不一樣的思圍及學習模式下成長，跟他們談學校生活有點感覺「搭不到）我和他們在非常不一樣的思圍及學習模式下成長，跟他們談學校生活有點感覺「搭不到）我和他們在非常不一樣的思圍及學習模式下成長，跟他們談學校生活有點感覺「搭不到）我和他們在非常不一樣的思圍及學習模式下成長，跟他們談學校生活有點感覺「搭不到
        嘴」，更難代入他們在學習中會遇見的困難，我出了名的「同理心招數」頓然不能加以發嘴」，更難代入他們在學習中會遇見的困難，我出了名的「同理心招數」頓然不能加以發嘴」，更難代入他們在學習中會遇見的困難，我出了名的「同理心招數」頓然不能加以發嘴」，更難代入他們在學習中會遇見的困難，我出了名的「同理心招數」頓然不能加以發
        揮。揮。揮。揮。    
    
２２２２）在語言表達上尚且不能表現十分自然，在聆聽方面就更加困難，有時候請他們重覆，我還）在語言表達上尚且不能表現十分自然，在聆聽方面就更加困難，有時候請他們重覆，我還）在語言表達上尚且不能表現十分自然，在聆聽方面就更加困難，有時候請他們重覆，我還）在語言表達上尚且不能表現十分自然，在聆聽方面就更加困難，有時候請他們重覆，我還
        是不太明白，有時候看到他們聊天，我是完全沒有辦法加入其中的是不太明白，有時候看到他們聊天，我是完全沒有辦法加入其中的是不太明白，有時候看到他們聊天，我是完全沒有辦法加入其中的是不太明白，有時候看到他們聊天，我是完全沒有辦法加入其中的
    
３３３３）啞子吃黃蓮－不能暢所欲言的難處）啞子吃黃蓮－不能暢所欲言的難處）啞子吃黃蓮－不能暢所欲言的難處）啞子吃黃蓮－不能暢所欲言的難處    
        在這封閉地區，因不便透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及個人文化成長背景，一向對人可以認識一小時在這封閉地區，因不便透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及個人文化成長背景，一向對人可以認識一小時在這封閉地區，因不便透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及個人文化成長背景，一向對人可以認識一小時在這封閉地區，因不便透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及個人文化成長背景，一向對人可以認識一小時
        便可以道出自己一生經歷的潔皿便可以道出自己一生經歷的潔皿便可以道出自己一生經歷的潔皿便可以道出自己一生經歷的潔皿，在這兒不能暢所欲言，更加難跟這兒的學生引起共鳴！，在這兒不能暢所欲言，更加難跟這兒的學生引起共鳴！，在這兒不能暢所欲言，更加難跟這兒的學生引起共鳴！，在這兒不能暢所欲言，更加難跟這兒的學生引起共鳴！
    
４４４４）對福音內容的熟悉程度不夠，當我搭著同工去見學生，同工將一個個聖經故事娓娓道來，）對福音內容的熟悉程度不夠，當我搭著同工去見學生，同工將一個個聖經故事娓娓道來，）對福音內容的熟悉程度不夠，當我搭著同工去見學生，同工將一個個聖經故事娓娓道來，）對福音內容的熟悉程度不夠，當我搭著同工去見學生，同工將一個個聖經故事娓娓道來，
        吸引從來及未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去了解福音內容；跟從前我在普遍上已接觸過福音的香港吸引從來及未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去了解福音內容；跟從前我在普遍上已接觸過福音的香港吸引從來及未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去了解福音內容；跟從前我在普遍上已接觸過福音的香港吸引從來及未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去了解福音內容；跟從前我在普遍上已接觸過福音的香港
        人面前講出一點比較表面的福音內容時，他們已經能夠明白人面前講出一點比較表面的福音內容時，他們已經能夠明白人面前講出一點比較表面的福音內容時，他們已經能夠明白人面前講出一點比較表面的福音內容時，他們已經能夠明白
        距太遠！距太遠！距太遠！距太遠！    
    

然而，以上說的各點都不重要，我還要感謝天父讓我經歷這些，因為聖靈的工作不是人的智慧然而，以上說的各點都不重要，我還要感謝天父讓我經歷這些，因為聖靈的工作不是人的智慧然而，以上說的各點都不重要，我還要感謝天父讓我經歷這些，因為聖靈的工作不是人的智慧然而，以上說的各點都不重要，我還要感謝天父讓我經歷這些，因為聖靈的工作不是人的智慧
可以去解釋的，所以我知道，我必須明白全然謙卑，倚靠上帝的重要性！可以去解釋的，所以我知道，我必須明白全然謙卑，倚靠上帝的重要性！可以去解釋的，所以我知道，我必須明白全然謙卑，倚靠上帝的重要性！可以去解釋的，所以我知道，我必須明白全然謙卑，倚靠上帝的重要性！

事奉生活篇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
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鏡子鏡子鏡子鏡子

一次我帶著一位大學三一次我帶著一位大學三一次我帶著一位大學三一次我帶著一位大學三
後，那位那位組員表示自己比較抗拒跟陌生人分享福音。我認後，那位那位組員表示自己比較抗拒跟陌生人分享福音。我認後，那位那位組員表示自己比較抗拒跟陌生人分享福音。我認後，那位那位組員表示自己比較抗拒跟陌生人分享福音。我認
識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女孩子，從她身上看不到「失敗」識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女孩子，從她身上看不到「失敗」識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女孩子，從她身上看不到「失敗」識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女孩子，從她身上看不到「失敗」
和掌握不到的事情。雖然她明白聖經，但她未能分享到一件實和掌握不到的事情。雖然她明白聖經，但她未能分享到一件實和掌握不到的事情。雖然她明白聖經，但她未能分享到一件實和掌握不到的事情。雖然她明白聖經，但她未能分享到一件實
質上經歷神的事情。我很盼望她能夠很實在的經歷上帝同在，質上經歷神的事情。我很盼望她能夠很實在的經歷上帝同在，質上經歷神的事情。我很盼望她能夠很實在的經歷上帝同在，質上經歷神的事情。我很盼望她能夠很實在的經歷上帝同在，
經歷「敬畏」上帝，而非「害怕」自己無能力。（參旁邊經文）經歷「敬畏」上帝，而非「害怕」自己無能力。（參旁邊經文）經歷「敬畏」上帝，而非「害怕」自己無能力。（參旁邊經文）經歷「敬畏」上帝，而非「害怕」自己無能力。（參旁邊經文）
事實上，這正正也是我自己的寫照，懇請代禱！事實上，這正正也是我自己的寫照，懇請代禱！事實上，這正正也是我自己的寫照，懇請代禱！事實上，這正正也是我自己的寫照，懇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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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潔皿是在渡假嗎？不是的！因為正正是工作開始忙碌、壓力開始啊，潔皿是在渡假嗎？不是的！因為正正是工作開始忙碌、壓力開始啊，潔皿是在渡假嗎？不是的！因為正正是工作開始忙碌、壓力開始啊，潔皿是在渡假嗎？不是的！因為正正是工作開始忙碌、壓力開始

    

這兩個月來潔皿每個星期都會有個別與同工或學生搭擋與一些大一學生傳福音及帶領小組。從前在香港這兩個月來潔皿每個星期都會有個別與同工或學生搭擋與一些大一學生傳福音及帶領小組。從前在香港這兩個月來潔皿每個星期都會有個別與同工或學生搭擋與一些大一學生傳福音及帶領小組。從前在香港這兩個月來潔皿每個星期都會有個別與同工或學生搭擋與一些大一學生傳福音及帶領小組。從前在香港
自問有一點傳福音恩賜的潔皿，在這兒就像「廢了武功」一樣，原因如下：自問有一點傳福音恩賜的潔皿，在這兒就像「廢了武功」一樣，原因如下：自問有一點傳福音恩賜的潔皿，在這兒就像「廢了武功」一樣，原因如下：自問有一點傳福音恩賜的潔皿，在這兒就像「廢了武功」一樣，原因如下：    

）我和他們在非常不一樣的思圍及學習模式下成長，跟他們談學校生活有點感覺「搭不到）我和他們在非常不一樣的思圍及學習模式下成長，跟他們談學校生活有點感覺「搭不到）我和他們在非常不一樣的思圍及學習模式下成長，跟他們談學校生活有點感覺「搭不到）我和他們在非常不一樣的思圍及學習模式下成長，跟他們談學校生活有點感覺「搭不到
嘴」，更難代入他們在學習中會遇見的困難，我出了名的「同理心招數」頓然不能加以發嘴」，更難代入他們在學習中會遇見的困難，我出了名的「同理心招數」頓然不能加以發嘴」，更難代入他們在學習中會遇見的困難，我出了名的「同理心招數」頓然不能加以發嘴」，更難代入他們在學習中會遇見的困難，我出了名的「同理心招數」頓然不能加以發

）在語言表達上尚且不能表現十分自然，在聆聽方面就更加困難，有時候請他們重覆，我還）在語言表達上尚且不能表現十分自然，在聆聽方面就更加困難，有時候請他們重覆，我還）在語言表達上尚且不能表現十分自然，在聆聽方面就更加困難，有時候請他們重覆，我還）在語言表達上尚且不能表現十分自然，在聆聽方面就更加困難，有時候請他們重覆，我還
是不太明白，有時候看到他們聊天，我是完全沒有辦法加入其中的是不太明白，有時候看到他們聊天，我是完全沒有辦法加入其中的是不太明白，有時候看到他們聊天，我是完全沒有辦法加入其中的是不太明白，有時候看到他們聊天，我是完全沒有辦法加入其中的…………    

    
在這封閉地區，因不便透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及個人文化成長背景，一向對人可以認識一小時在這封閉地區，因不便透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及個人文化成長背景，一向對人可以認識一小時在這封閉地區，因不便透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及個人文化成長背景，一向對人可以認識一小時在這封閉地區，因不便透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及個人文化成長背景，一向對人可以認識一小時

，在這兒不能暢所欲言，更加難跟這兒的學生引起共鳴！，在這兒不能暢所欲言，更加難跟這兒的學生引起共鳴！，在這兒不能暢所欲言，更加難跟這兒的學生引起共鳴！，在這兒不能暢所欲言，更加難跟這兒的學生引起共鳴！

）對福音內容的熟悉程度不夠，當我搭著同工去見學生，同工將一個個聖經故事娓娓道來，）對福音內容的熟悉程度不夠，當我搭著同工去見學生，同工將一個個聖經故事娓娓道來，）對福音內容的熟悉程度不夠，當我搭著同工去見學生，同工將一個個聖經故事娓娓道來，）對福音內容的熟悉程度不夠，當我搭著同工去見學生，同工將一個個聖經故事娓娓道來，
吸引從來及未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去了解福音內容；跟從前我在普遍上已接觸過福音的香港吸引從來及未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去了解福音內容；跟從前我在普遍上已接觸過福音的香港吸引從來及未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去了解福音內容；跟從前我在普遍上已接觸過福音的香港吸引從來及未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去了解福音內容；跟從前我在普遍上已接觸過福音的香港
人面前講出一點比較表面的福音內容時，他們已經能夠明白人面前講出一點比較表面的福音內容時，他們已經能夠明白人面前講出一點比較表面的福音內容時，他們已經能夠明白人面前講出一點比較表面的福音內容時，他們已經能夠明白…………這樣比較起來，我的功力還差這樣比較起來，我的功力還差這樣比較起來，我的功力還差這樣比較起來，我的功力還差

然而，以上說的各點都不重要，我還要感謝天父讓我經歷這些，因為聖靈的工作不是人的智慧然而，以上說的各點都不重要，我還要感謝天父讓我經歷這些，因為聖靈的工作不是人的智慧然而，以上說的各點都不重要，我還要感謝天父讓我經歷這些，因為聖靈的工作不是人的智慧然而，以上說的各點都不重要，我還要感謝天父讓我經歷這些，因為聖靈的工作不是人的智慧
可以去解釋的，所以我知道，我必須明白全然謙卑，倚靠上帝的重要性！可以去解釋的，所以我知道，我必須明白全然謙卑，倚靠上帝的重要性！可以去解釋的，所以我知道，我必須明白全然謙卑，倚靠上帝的重要性！可以去解釋的，所以我知道，我必須明白全然謙卑，倚靠上帝的重要性！    

事奉生活篇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
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2:2:2:2:：：：：１３１３１３１３））））    

鏡子鏡子鏡子鏡子    
一次我帶著一位大學三一次我帶著一位大學三一次我帶著一位大學三一次我帶著一位大學三年級的組員年級的組員年級的組員年級的組員(YY)(YY)(YY)(YY)跟三位新生吃飯。過跟三位新生吃飯。過跟三位新生吃飯。過跟三位新生吃飯。過
後，那位那位組員表示自己比較抗拒跟陌生人分享福音。我認後，那位那位組員表示自己比較抗拒跟陌生人分享福音。我認後，那位那位組員表示自己比較抗拒跟陌生人分享福音。我認後，那位那位組員表示自己比較抗拒跟陌生人分享福音。我認
識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女孩子，從她身上看不到「失敗」識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女孩子，從她身上看不到「失敗」識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女孩子，從她身上看不到「失敗」識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女孩子，從她身上看不到「失敗」
和掌握不到的事情。雖然她明白聖經，但她未能分享到一件實和掌握不到的事情。雖然她明白聖經，但她未能分享到一件實和掌握不到的事情。雖然她明白聖經，但她未能分享到一件實和掌握不到的事情。雖然她明白聖經，但她未能分享到一件實
質上經歷神的事情。我很盼望她能夠很實在的經歷上帝同在，質上經歷神的事情。我很盼望她能夠很實在的經歷上帝同在，質上經歷神的事情。我很盼望她能夠很實在的經歷上帝同在，質上經歷神的事情。我很盼望她能夠很實在的經歷上帝同在，
經歷「敬畏」上帝，而非「害怕」自己無能力。（參旁邊經文）經歷「敬畏」上帝，而非「害怕」自己無能力。（參旁邊經文）經歷「敬畏」上帝，而非「害怕」自己無能力。（參旁邊經文）經歷「敬畏」上帝，而非「害怕」自己無能力。（參旁邊經文）
事實上，這正正也是我自己的寫照，懇請代禱！事實上，這正正也是我自己的寫照，懇請代禱！事實上，這正正也是我自己的寫照，懇請代禱！事實上，這正正也是我自己的寫照，懇請代禱！    

啊，潔皿是在渡假嗎？不是的！因為正正是工作開始忙碌、壓力開始啊，潔皿是在渡假嗎？不是的！因為正正是工作開始忙碌、壓力開始啊，潔皿是在渡假嗎？不是的！因為正正是工作開始忙碌、壓力開始啊，潔皿是在渡假嗎？不是的！因為正正是工作開始忙碌、壓力開始大大大大

這兩個月來潔皿每個星期都會有個別與同工或學生搭擋與一些大一學生傳福音及帶領小組。從前在香港這兩個月來潔皿每個星期都會有個別與同工或學生搭擋與一些大一學生傳福音及帶領小組。從前在香港這兩個月來潔皿每個星期都會有個別與同工或學生搭擋與一些大一學生傳福音及帶領小組。從前在香港這兩個月來潔皿每個星期都會有個別與同工或學生搭擋與一些大一學生傳福音及帶領小組。從前在香港

）我和他們在非常不一樣的思圍及學習模式下成長，跟他們談學校生活有點感覺「搭不到）我和他們在非常不一樣的思圍及學習模式下成長，跟他們談學校生活有點感覺「搭不到）我和他們在非常不一樣的思圍及學習模式下成長，跟他們談學校生活有點感覺「搭不到）我和他們在非常不一樣的思圍及學習模式下成長，跟他們談學校生活有點感覺「搭不到    
嘴」，更難代入他們在學習中會遇見的困難，我出了名的「同理心招數」頓然不能加以發嘴」，更難代入他們在學習中會遇見的困難，我出了名的「同理心招數」頓然不能加以發嘴」，更難代入他們在學習中會遇見的困難，我出了名的「同理心招數」頓然不能加以發嘴」，更難代入他們在學習中會遇見的困難，我出了名的「同理心招數」頓然不能加以發    

）在語言表達上尚且不能表現十分自然，在聆聽方面就更加困難，有時候請他們重覆，我還）在語言表達上尚且不能表現十分自然，在聆聽方面就更加困難，有時候請他們重覆，我還）在語言表達上尚且不能表現十分自然，在聆聽方面就更加困難，有時候請他們重覆，我還）在語言表達上尚且不能表現十分自然，在聆聽方面就更加困難，有時候請他們重覆，我還    

在這封閉地區，因不便透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及個人文化成長背景，一向對人可以認識一小時在這封閉地區，因不便透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及個人文化成長背景，一向對人可以認識一小時在這封閉地區，因不便透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及個人文化成長背景，一向對人可以認識一小時在這封閉地區，因不便透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及個人文化成長背景，一向對人可以認識一小時        
，在這兒不能暢所欲言，更加難跟這兒的學生引起共鳴！，在這兒不能暢所欲言，更加難跟這兒的學生引起共鳴！，在這兒不能暢所欲言，更加難跟這兒的學生引起共鳴！，在這兒不能暢所欲言，更加難跟這兒的學生引起共鳴！    

）對福音內容的熟悉程度不夠，當我搭著同工去見學生，同工將一個個聖經故事娓娓道來，）對福音內容的熟悉程度不夠，當我搭著同工去見學生，同工將一個個聖經故事娓娓道來，）對福音內容的熟悉程度不夠，當我搭著同工去見學生，同工將一個個聖經故事娓娓道來，）對福音內容的熟悉程度不夠，當我搭著同工去見學生，同工將一個個聖經故事娓娓道來，    
吸引從來及未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去了解福音內容；跟從前我在普遍上已接觸過福音的香港吸引從來及未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去了解福音內容；跟從前我在普遍上已接觸過福音的香港吸引從來及未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去了解福音內容；跟從前我在普遍上已接觸過福音的香港吸引從來及未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去了解福音內容；跟從前我在普遍上已接觸過福音的香港    

這樣比較起來，我的功力還差這樣比較起來，我的功力還差這樣比較起來，我的功力還差這樣比較起來，我的功力還差    

然而，以上說的各點都不重要，我還要感謝天父讓我經歷這些，因為聖靈的工作不是人的智慧然而，以上說的各點都不重要，我還要感謝天父讓我經歷這些，因為聖靈的工作不是人的智慧然而，以上說的各點都不重要，我還要感謝天父讓我經歷這些，因為聖靈的工作不是人的智慧然而，以上說的各點都不重要，我還要感謝天父讓我經歷這些，因為聖靈的工作不是人的智慧

跟三位新生吃飯。過跟三位新生吃飯。過跟三位新生吃飯。過跟三位新生吃飯。過
後，那位那位組員表示自己比較抗拒跟陌生人分享福音。我認後，那位那位組員表示自己比較抗拒跟陌生人分享福音。我認後，那位那位組員表示自己比較抗拒跟陌生人分享福音。我認後，那位那位組員表示自己比較抗拒跟陌生人分享福音。我認
識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女孩子，從她身上看不到「失敗」識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女孩子，從她身上看不到「失敗」識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女孩子，從她身上看不到「失敗」識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女孩子，從她身上看不到「失敗」
和掌握不到的事情。雖然她明白聖經，但她未能分享到一件實和掌握不到的事情。雖然她明白聖經，但她未能分享到一件實和掌握不到的事情。雖然她明白聖經，但她未能分享到一件實和掌握不到的事情。雖然她明白聖經，但她未能分享到一件實
質上經歷神的事情。我很盼望她能夠很實在的經歷上帝同在，質上經歷神的事情。我很盼望她能夠很實在的經歷上帝同在，質上經歷神的事情。我很盼望她能夠很實在的經歷上帝同在，質上經歷神的事情。我很盼望她能夠很實在的經歷上帝同在，
經歷「敬畏」上帝，而非「害怕」自己無能力。（參旁邊經文）經歷「敬畏」上帝，而非「害怕」自己無能力。（參旁邊經文）經歷「敬畏」上帝，而非「害怕」自己無能力。（參旁邊經文）經歷「敬畏」上帝，而非「害怕」自己無能力。（參旁邊經文）



    
    

    
    
    
    
    
    
    

    
    
    
    

    

    

    

    

    

    

    

    

    

    

    

    

    

    

    

    

 

潔皿代禱事項潔皿代禱事項潔皿代禱事項潔皿代禱事項::::    
� 感謝天父讓潔皿個人靈命得以復興，甚至使用其靈命復興的見證祝福了一位姊妹，她也成為了很感謝天父讓潔皿個人靈命得以復興，甚至使用其靈命復興的見證祝福了一位姊妹，她也成為了很感謝天父讓潔皿個人靈命得以復興，甚至使用其靈命復興的見證祝福了一位姊妹，她也成為了很感謝天父讓潔皿個人靈命得以復興，甚至使用其靈命復興的見證祝福了一位姊妹，她也成為了很

多身邊人的見證！願上帝的話語繼續時刻充滿著潔皿，像湧流的活水般！多身邊人的見證！願上帝的話語繼續時刻充滿著潔皿，像湧流的活水般！多身邊人的見證！願上帝的話語繼續時刻充滿著潔皿，像湧流的活水般！多身邊人的見證！願上帝的話語繼續時刻充滿著潔皿，像湧流的活水般！    
    
� 求天父讓潔皿在每次分享福音時求天父讓潔皿在每次分享福音時求天父讓潔皿在每次分享福音時求天父讓潔皿在每次分享福音時經歷「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經歷「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經歷「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經歷「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並像保羅向提摩太所講那樣，並像保羅向提摩太所講那樣，並像保羅向提摩太所講那樣，並像保羅向提摩太所講那樣

「「「「你當竭力、在你當竭力、在你當竭力、在你當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提後提後提後提後 2::152::152::152::15))))    

    
� 潔皿潔皿潔皿潔皿發現自己在要帶領一個環節前都異常地緊張，要清楚每一個細節，計劃得非常仔細。但同工發現自己在要帶領一個環節前都異常地緊張，要清楚每一個細節，計劃得非常仔細。但同工發現自己在要帶領一個環節前都異常地緊張，要清楚每一個細節，計劃得非常仔細。但同工發現自己在要帶領一個環節前都異常地緊張，要清楚每一個細節，計劃得非常仔細。但同工

提醒其實這是不健康的。事實上，我這特質常讓我有很多做不完的事，壓力日增，日見疲累，求提醒其實這是不健康的。事實上，我這特質常讓我有很多做不完的事，壓力日增，日見疲累，求提醒其實這是不健康的。事實上，我這特質常讓我有很多做不完的事，壓力日增，日見疲累，求提醒其實這是不健康的。事實上，我這特質常讓我有很多做不完的事，壓力日增，日見疲累，求
讓潔皿學習在天父裡面建立那份信心，及有分配時間、及將工作交托給弟兄姊妹的智慧。讓潔皿學習在天父裡面建立那份信心，及有分配時間、及將工作交托給弟兄姊妹的智慧。讓潔皿學習在天父裡面建立那份信心，及有分配時間、及將工作交托給弟兄姊妹的智慧。讓潔皿學習在天父裡面建立那份信心，及有分配時間、及將工作交托給弟兄姊妹的智慧。    

    
� 29/1129/1129/1129/11----14/1214/1214/1214/12 潔皿將要回港補辦證件，盼過程平安，並珍惜與家人有這個短聚的恩典！盼望上帝潔皿將要回港補辦證件，盼過程平安，並珍惜與家人有這個短聚的恩典！盼望上帝潔皿將要回港補辦證件，盼過程平安，並珍惜與家人有這個短聚的恩典！盼望上帝潔皿將要回港補辦證件，盼過程平安，並珍惜與家人有這個短聚的恩典！盼望上帝

使用這一次機會，讓此旅程能夠為這兒的同工帶來祝福（可能包括做一些異像分享、鼓勵奉獻、使用這一次機會，讓此旅程能夠為這兒的同工帶來祝福（可能包括做一些異像分享、鼓勵奉獻、使用這一次機會，讓此旅程能夠為這兒的同工帶來祝福（可能包括做一些異像分享、鼓勵奉獻、使用這一次機會，讓此旅程能夠為這兒的同工帶來祝福（可能包括做一些異像分享、鼓勵奉獻、
為事工奉獻聖誕禮物等）為事工奉獻聖誕禮物等）為事工奉獻聖誕禮物等）為事工奉獻聖誕禮物等）    

潔皿炒了多次後才敢上潔皿炒了多次後才敢上潔皿炒了多次後才敢上潔皿炒了多次後才敢上
鏡的雞肉鏡的雞肉鏡的雞肉鏡的雞肉,,,,希望下次有難希望下次有難希望下次有難希望下次有難
度高一點的給大家看度高一點的給大家看度高一點的給大家看度高一點的給大家看…………
（這次沒企圖騙大家（這次沒企圖騙大家（這次沒企圖騙大家（這次沒企圖騙大家, , , , 
是真的了）是真的了）是真的了）是真的了）:D:D:D:D    

主內主內主內主內,,,,                
潔皿潔皿潔皿潔皿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路（路（路（路 12:4812:4812:4812:48））））))))    

天父給潔皿與人分享的福份天父給潔皿與人分享的福份天父給潔皿與人分享的福份天父給潔皿與人分享的福份    
感謝天父沒有嫌棄潔皿這個驕傲與自卑的混合體，讓潔皿仍可發感謝天父沒有嫌棄潔皿這個驕傲與自卑的混合體，讓潔皿仍可發感謝天父沒有嫌棄潔皿這個驕傲與自卑的混合體，讓潔皿仍可發感謝天父沒有嫌棄潔皿這個驕傲與自卑的混合體，讓潔皿仍可發
揮其可被使用的能力！揮其可被使用的能力！揮其可被使用的能力！揮其可被使用的能力！    
因著個人在工作上帶活動及帶領敬拜上有較豐富的經驗，我可以因著個人在工作上帶活動及帶領敬拜上有較豐富的經驗，我可以因著個人在工作上帶活動及帶領敬拜上有較豐富的經驗，我可以因著個人在工作上帶活動及帶領敬拜上有較豐富的經驗，我可以
在這兒承擔帶領遊戲、帶領義工活動、在教會崇拜中帶領詩歌練在這兒承擔帶領遊戲、帶領義工活動、在教會崇拜中帶領詩歌練在這兒承擔帶領遊戲、帶領義工活動、在教會崇拜中帶領詩歌練在這兒承擔帶領遊戲、帶領義工活動、在教會崇拜中帶領詩歌練
習及敬拜、甚至將有機會教導弟兄姊妹生命成長的課程。這一切習及敬拜、甚至將有機會教導弟兄姊妹生命成長的課程。這一切習及敬拜、甚至將有機會教導弟兄姊妹生命成長的課程。這一切習及敬拜、甚至將有機會教導弟兄姊妹生命成長的課程。這一切
一切，都是天父給予潔皿的寶貴禮物，所以若可以，我很盼望將一切，都是天父給予潔皿的寶貴禮物，所以若可以，我很盼望將一切，都是天父給予潔皿的寶貴禮物，所以若可以，我很盼望將一切，都是天父給予潔皿的寶貴禮物，所以若可以，我很盼望將
我的「畢生武功」傳遞下去，好讓這些「武功」讓這兒的學生、我的「畢生武功」傳遞下去，好讓這些「武功」讓這兒的學生、我的「畢生武功」傳遞下去，好讓這些「武功」讓這兒的學生、我的「畢生武功」傳遞下去，好讓這些「武功」讓這兒的學生、
同工更「多元化」地成就大使命！同工更「多元化」地成就大使命！同工更「多元化」地成就大使命！同工更「多元化」地成就大使命！    

當我在一所老人院帶領遊戲，有學生當我在一所老人院帶領遊戲，有學生當我在一所老人院帶領遊戲，有學生當我在一所老人院帶領遊戲，有學生
在旁邊幫我做翻譯在旁邊幫我做翻譯在旁邊幫我做翻譯在旁邊幫我做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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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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121 94 88 --- 99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92 --- 6 --- --- 49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15 20 17 10 --- 16 

中中中中學學學學級級級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3 3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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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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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1 9 8 --- 9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2 7 8 6 --- 8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4 --- 1 2 --- 2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10 2 5 7 --- 6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4 --- 1 --- --- 3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4 --- --- 4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 6 --- --- 6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4 62 45 43 --- 51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6 15 16 ---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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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份聚會一覽表月份聚會一覽表月份聚會一覽表月份聚會一覽表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8/12 25/12 1/1 8/1 15/1 22/1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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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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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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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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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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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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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以諾以諾以諾以諾 每月聚會三次每月聚會三次每月聚會三次每月聚會三次 --- 
報佳音報佳音報佳音報佳音 

(24/12 五五五五)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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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7/12 五五五五) 
---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7/1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4/1 五五五五) 

大團契聚大團契聚大團契聚大團契聚

會會會會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12 22/12 30/12 5/1 12/1 19/1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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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三三三三) 

粵曲粵曲粵曲粵曲、、、、詩詩詩詩

歌齊齊唱歌齊齊唱歌齊齊唱歌齊齊唱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十至十二十至十二十至十二十至十二

月月月月)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9/12 26/12 2/1 9/1 16/1 23/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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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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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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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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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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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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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

及信徒信及信徒信及信徒信及信徒信

仰仰仰仰 

--- 
個人屬靈個人屬靈個人屬靈個人屬靈

生命成長生命成長生命成長生命成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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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年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主日崇拜月主日崇拜月主日崇拜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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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 26/12 2/1 9/1 16/1 23/1 30/1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白白白白))))    

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白白白白))))    

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白白白白))))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白白白白////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綠綠綠綠))))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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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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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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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浩輝監督戴浩輝監督戴浩輝監督戴浩輝監督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鮑世明牧師鮑世明牧師鮑世明牧師鮑世明牧師    王炫美牧師王炫美牧師王炫美牧師王炫美牧師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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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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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耶 31:7-14 

弗弗弗弗 1:3-14 

約約約約 1:(1-9)、、、、

10-18 

賽賽賽賽 42:1-9 

徒徒徒徒 10:34-43 

太太太太 3:13-17 

賽賽賽賽 49:1-7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1-9 

約約約約 1:29-42 

賽賽賽賽 9:1-4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10-18 

太太太太 4:12-23 

彌彌彌彌 6:1-8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18-31 

太太太太 5:1-12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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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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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青姐蔡青姐蔡青姐蔡青姐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    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    ------------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劉珠劉珠劉珠劉珠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冼冼冼冼慧珊慧珊慧珊慧珊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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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雅詩梁雅詩梁雅詩梁雅詩((((聖聖聖聖))))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後後後後))))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地地地地))))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聖聖聖聖))))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後後後後))))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地地地地))))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聖聖聖聖))))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後後後後))))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地地地地))))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聖聖聖聖))))    

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後後後後))))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地地地地))))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聖聖聖聖))))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後後後後))))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地地地地))))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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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7, 
歡欣歡欣歡欣歡欣,367 

59,368,128, 
來到聖桌前來到聖桌前來到聖桌前來到聖桌前, 

與主合一與主合一與主合一與主合一, 

227 

217,48, 
376,440 

46,332,322, 
來到聖桌前來到聖桌前來到聖桌前來到聖桌前, 

265,222 

13,385, 
請發光請發光請發光請發光,498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 
佳佳佳佳 1, 佳佳佳佳 54, 

佳佳佳佳 4 
--- 

佳佳佳佳 33, 佳佳佳佳 10, 

佳佳佳佳 4 
--- 

佳佳佳佳 33, 佳佳佳佳 63, 

佳佳佳佳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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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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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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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