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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風習俗的迷思民風習俗的迷思民風習俗的迷思民風習俗的迷思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本堂執事本堂執事本堂執事本堂執事) 

 

烟花爆竹除舊歲烟花爆竹除舊歲烟花爆竹除舊歲烟花爆竹除舊歲，，，，鑼鼓笑聲賀新春鑼鼓笑聲賀新春鑼鼓笑聲賀新春鑼鼓笑聲賀新春！！！！辛卯福兔來臨辛卯福兔來臨辛卯福兔來臨辛卯福兔來臨，，，，謹祝各位八福臨門謹祝各位八福臨門謹祝各位八福臨門謹祝各位八福臨門，，，，主恩常伴主恩常伴主恩常伴主恩常伴！！！！    

    

一家團圓吃着開年飯的時候一家團圓吃着開年飯的時候一家團圓吃着開年飯的時候一家團圓吃着開年飯的時候，，，，家人閒談間談及到派紅封包的問題家人閒談間談及到派紅封包的問題家人閒談間談及到派紅封包的問題家人閒談間談及到派紅封包的問題，，，，老爸問我老爸問我老爸問我老爸問我：：：：「「「「你你你你

們也會派紅封包給教會內的小孩嗎們也會派紅封包給教會內的小孩嗎們也會派紅封包給教會內的小孩嗎們也會派紅封包給教會內的小孩嗎？？？？」」」」原來原來原來原來，，，，他誤會這些中國人他誤會這些中國人他誤會這些中國人他誤會這些中國人「「「「表達祝願表達祝願表達祝願表達祝願」」」」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

是教會所不容許的是教會所不容許的是教會所不容許的是教會所不容許的，，，，我向他解釋我們對偶像膜拜是堅決否定的我向他解釋我們對偶像膜拜是堅決否定的我向他解釋我們對偶像膜拜是堅決否定的我向他解釋我們對偶像膜拜是堅決否定的，，，，但對某些習俗卻是接受但對某些習俗卻是接受但對某些習俗卻是接受但對某些習俗卻是接受

的的的的，，，，就正如清明節就正如清明節就正如清明節就正如清明節，，，，我會跟他們去掃墓我會跟他們去掃墓我會跟他們去掃墓我會跟他們去掃墓，，，，但只表達慎終追遠之情但只表達慎終追遠之情但只表達慎終追遠之情但只表達慎終追遠之情，，，，卻不會上香卻不會上香卻不會上香卻不會上香。。。。    

    

雖然我即時解答了老爸提出的問題雖然我即時解答了老爸提出的問題雖然我即時解答了老爸提出的問題雖然我即時解答了老爸提出的問題，，，，但事後確實給我帶來了一點迷思但事後確實給我帶來了一點迷思但事後確實給我帶來了一點迷思但事後確實給我帶來了一點迷思．．．．．．．．．．．．世界各世界各世界各世界各

地有不同的節日地有不同的節日地有不同的節日地有不同的節日，，，，大多都來源自各地的神話傳說大多都來源自各地的神話傳說大多都來源自各地的神話傳說大多都來源自各地的神話傳說，，，，才會發展出各具風格的傳統習俗才會發展出各具風格的傳統習俗才會發展出各具風格的傳統習俗才會發展出各具風格的傳統習俗。。。。若若若若

認真查究這些習俗認真查究這些習俗認真查究這些習俗認真查究這些習俗，，，，難免跟一些神怪異獸難免跟一些神怪異獸難免跟一些神怪異獸難免跟一些神怪異獸、、、、神仙人物扯上關係神仙人物扯上關係神仙人物扯上關係神仙人物扯上關係；；；；派紅封包是派紅封包是派紅封包是派紅封包是因為要慶賀因為要慶賀因為要慶賀因為要慶賀

大家沒被大家沒被大家沒被大家沒被「「「「年獸年獸年獸年獸」」」」吃掉吃掉吃掉吃掉，，，，端午節划龍舟是要趕走海底下的異獸不要把屈原屍體吃光端午節划龍舟是要趕走海底下的異獸不要把屈原屍體吃光端午節划龍舟是要趕走海底下的異獸不要把屈原屍體吃光端午節划龍舟是要趕走海底下的異獸不要把屈原屍體吃光，，，，如如如如

此說來此說來此說來此說來，，，，信徒豈不通通都不應參予信徒豈不通通都不應參予信徒豈不通通都不應參予信徒豈不通通都不應參予！？！？！？！？    

    

自己是一名說教老師自己是一名說教老師自己是一名說教老師自己是一名說教老師，，，，任教的是一所基督教學校任教的是一所基督教學校任教的是一所基督教學校任教的是一所基督教學校，，，，教的是語言科教的是語言科教的是語言科教的是語言科，，，，素來認為學一門素來認為學一門素來認為學一門素來認為學一門

語言就是學一地的文化傳統語言就是學一地的文化傳統語言就是學一地的文化傳統語言就是學一地的文化傳統，，，，而節日正好是各地文化傳統的表現形式而節日正好是各地文化傳統的表現形式而節日正好是各地文化傳統的表現形式而節日正好是各地文化傳統的表現形式。。。。近年學校對個別近年學校對個別近年學校對個別近年學校對個別

外國節日實行外國節日實行外國節日實行外國節日實行「「「「不鼓勵不鼓勵不鼓勵不鼓勵」」」」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萬聖節不鼓勵我們向學生介紹節日來源萬聖節不鼓勵我們向學生介紹節日來源萬聖節不鼓勵我們向學生介紹節日來源萬聖節不鼓勵我們向學生介紹節日來源，，，，更遑論在校內更遑論在校內更遑論在校內更遑論在校內

舉行甚麼扮鬼扮馬活動舉行甚麼扮鬼扮馬活動舉行甚麼扮鬼扮馬活動舉行甚麼扮鬼扮馬活動，，，，聖誕節也不鼓勵校內任何佈置有聖誕老人式樣聖誕節也不鼓勵校內任何佈置有聖誕老人式樣聖誕節也不鼓勵校內任何佈置有聖誕老人式樣聖誕節也不鼓勵校內任何佈置有聖誕老人式樣，，，，這樣的做法也這樣的做法也這樣的做法也這樣的做法也

帶給我有一點相類似的反思帶給我有一點相類似的反思帶給我有一點相類似的反思帶給我有一點相類似的反思：：：：我們參予這樣的活動我們參予這樣的活動我們參予這樣的活動我們參予這樣的活動，，，，就等如是相信背後的神話故事嗎就等如是相信背後的神話故事嗎就等如是相信背後的神話故事嗎就等如是相信背後的神話故事嗎？？？？

「「「「順應民風習俗順應民風習俗順應民風習俗順應民風習俗」」」」與與與與「「「「敬虔生活敬虔生活敬虔生活敬虔生活」」」」該如何作出適切的衡量呢該如何作出適切的衡量呢該如何作出適切的衡量呢該如何作出適切的衡量呢？？？？    

    

羅馬書十四章羅馬書十四章羅馬書十四章羅馬書十四章 19191919----21212121 節教導我們凡事不可使弟兄跌倒節教導我們凡事不可使弟兄跌倒節教導我們凡事不可使弟兄跌倒節教導我們凡事不可使弟兄跌倒，，，，哥林多前書八章哥林多前書八章哥林多前書八章哥林多前書八章 9999----13131313 節提節提節提節提

醒我們時刻注意不要藉自由成為別人的絆腳石醒我們時刻注意不要藉自由成為別人的絆腳石醒我們時刻注意不要藉自由成為別人的絆腳石醒我們時刻注意不要藉自由成為別人的絆腳石。。。。    

    

在此提出前述的質疑在此提出前述的質疑在此提出前述的質疑在此提出前述的質疑，，，，並不代表個人是個極端主義者並不代表個人是個極端主義者並不代表個人是個極端主義者並不代表個人是個極端主義者，，，，也無意傳播也無意傳播也無意傳播也無意傳播「「「「異端邪說異端邪說異端邪說異端邪說」」」」，，，，

只是希望在此拋磚引玉只是希望在此拋磚引玉只是希望在此拋磚引玉只是希望在此拋磚引玉，，，，引發大家多一點討論引發大家多一點討論引發大家多一點討論引發大家多一點討論，，，，利用月刊這園地彼此造就利用月刊這園地彼此造就利用月刊這園地彼此造就利用月刊這園地彼此造就，，，，讓大家在新讓大家在新讓大家在新讓大家在新

一年做個愛思考的基督徒一年做個愛思考的基督徒一年做個愛思考的基督徒一年做個愛思考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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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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年年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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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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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4 人人人人。。。。 

2. 幹事楊寄明先生請辭幹事楊寄明先生請辭幹事楊寄明先生請辭幹事楊寄明先生請辭，，，，本堂特本堂特本堂特本堂特別感謝王志森弟兄在未聘得幹事前協助教會幹別感謝王志森弟兄在未聘得幹事前協助教會幹別感謝王志森弟兄在未聘得幹事前協助教會幹別感謝王志森弟兄在未聘得幹事前協助教會幹

事事務事事務事事務事事務，，，，願上帝親自報答他願上帝親自報答他願上帝親自報答他願上帝親自報答他。。。。 

3. 本堂深慶得人本堂深慶得人本堂深慶得人本堂深慶得人，，，，已聘請黃鳳霞姊妹為本堂幹事已聘請黃鳳霞姊妹為本堂幹事已聘請黃鳳霞姊妹為本堂幹事已聘請黃鳳霞姊妹為本堂幹事，，，，履任日期為履任日期為履任日期為履任日期為 2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 

4. 本會於本會於本會於本會於 5 月月月月 2 日之代表及會員大會假信義中學舉行日之代表及會員大會假信義中學舉行日之代表及會員大會假信義中學舉行日之代表及會員大會假信義中學舉行，，，，本堂之代表為趙仕傑弟本堂之代表為趙仕傑弟本堂之代表為趙仕傑弟本堂之代表為趙仕傑弟

兄及蔡志明姊妹兄及蔡志明姊妹兄及蔡志明姊妹兄及蔡志明姊妹，，，，信徒委員提名李志雄弟兄信徒委員提名李志雄弟兄信徒委員提名李志雄弟兄信徒委員提名李志雄弟兄為候選人為候選人為候選人為候選人。。。。今次代表及會員大會今次代表及會員大會今次代表及會員大會今次代表及會員大會

將選舉新一任正將選舉新一任正將選舉新一任正將選舉新一任正、、、、副監督副監督副監督副監督、、、、常委會成常委會成常委會成常委會成員員員員、、、、章程修改委員會章程修改委員會章程修改委員會章程修改委員會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及內部及內部及內部及內部審計員審計員審計員審計員，，，，

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5. 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 4 月月月月 24 至至至至 26 日舉辦國內旅遊日舉辦國內旅遊日舉辦國內旅遊日舉辦國內旅遊，，，，詳情稍後公佈詳情稍後公佈詳情稍後公佈詳情稍後公佈。。。。 

6. 本堂支持的粵北鄂北湘西助學奉獻將於本堂支持的粵北鄂北湘西助學奉獻將於本堂支持的粵北鄂北湘西助學奉獻將於本堂支持的粵北鄂北湘西助學奉獻將於 2 月月月月 20 日崇拜內進行日崇拜內進行日崇拜內進行日崇拜內進行，，，，請肢體準備請肢體準備請肢體準備請肢體準備。。。。 

7. 本會信徒培育部屬下主日學工作小組舉辦本會信徒培育部屬下主日學工作小組舉辦本會信徒培育部屬下主日學工作小組舉辦本會信徒培育部屬下主日學工作小組舉辦 「「「「Action!信義達人信義達人信義達人信義達人」」」」 短片比賽活短片比賽活短片比賽活短片比賽活

動動動動，，，，盼透過此活動讓信徒更認識本會盼透過此活動讓信徒更認識本會盼透過此活動讓信徒更認識本會盼透過此活動讓信徒更認識本會，，，，及教育下一代之信徒及教育下一代之信徒及教育下一代之信徒及教育下一代之信徒，，，，詳情詳情詳情詳情請參閱海請參閱海請參閱海請參閱海

報報報報，，，，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3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8. 本會婦女團契聯會將於本會婦女團契聯會將於本會婦女團契聯會將於本會婦女團契聯會將於 4 月月月月 25 至至至至 29 日日日日(週一至週五週一至週五週一至週五週一至週五)舉辦舉辦舉辦舉辦「「「「聯誼聯誼聯誼聯誼、、、、遊覽遊覽遊覽遊覽、、、、探訪探訪探訪探訪

團團團團」，」，」，」，地點為台南地點為台南地點為台南地點為台南，，，，費用每位費用每位費用每位費用每位$3,800(全包全包全包全包)，，，，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40 人人人人，，，，2 月月月月 20 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 

9. 東涌福音事工步行籌款將於東涌福音事工步行籌款將於東涌福音事工步行籌款將於東涌福音事工步行籌款將於 3 月月月月 6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2:30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詳情請參閱海報詳情請參閱海報詳情請參閱海報詳情請參閱海報。。。。 

10. 吳牧師於吳牧師於吳牧師於吳牧師於 2 月月月月 7 至至至至 12 日放年假五天日放年假五天日放年假五天日放年假五天，，，，而方教師則於而方教師則於而方教師則於而方教師則於 2 月月月月 8、、、、17 及及及及 24 日放日放日放日放

年假三天年假三天年假三天年假三天。。。。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陳二女婆婆早前曾入院陳二女婆婆早前曾入院陳二女婆婆早前曾入院陳二女婆婆早前曾入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並在家休息並在家休息並在家休息並在家休息。。。。 

2. 曾蓮珠婆婆曾蓮珠婆婆曾蓮珠婆婆曾蓮珠婆婆、、、、周新喜婆婆雙腳無力周新喜婆婆雙腳無力周新喜婆婆雙腳無力周新喜婆婆雙腳無力，，，，因而影響行動因而影響行動因而影響行動因而影響行動，，，，故未能經常回教會參加故未能經常回教會參加故未能經常回教會參加故未能經常回教會參加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3. 方偉儉弟兄早前左手手指受傷方偉儉弟兄早前左手手指受傷方偉儉弟兄早前左手手指受傷方偉儉弟兄早前左手手指受傷，，，，現正癒合中現正癒合中現正癒合中現正癒合中。。。。 

4. 廖求全伯伯廖求全伯伯廖求全伯伯廖求全伯伯(娟姐娟姐娟姐娟姐、、、、卿姐父親卿姐父親卿姐父親卿姐父親)曾入院曾入院曾入院曾入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在家休息在家休息在家休息在家休息，，，，而照顧他的印而照顧他的印而照顧他的印而照顧他的印

傭因放大假傭因放大假傭因放大假傭因放大假，，，，需家人安排照顧需家人安排照顧需家人安排照顧需家人安排照顧。。。。 

5.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北歐北歐北歐北歐、、、、中東中東中東中東，，，，特別特別特別特別是是是是埃及等國家之局勢代埃及等國家之局勢代埃及等國家之局勢代埃及等國家之局勢代禱禱禱禱。。。。 

2. 為為為為身體軟弱肢體代身體軟弱肢體代身體軟弱肢體代身體軟弱肢體代禱禱禱禱，，，，特別是年長肢體特別是年長肢體特別是年長肢體特別是年長肢體。。。。 

3. 為為為為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肢體靈命成長禱告肢體靈命成長禱告肢體靈命成長禱告肢體靈命成長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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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011 年年年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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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15(二二二二) 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信徒培育部協辦信徒培育部協辦信徒培育部協辦信徒培育部協辦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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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 婦聯婦聯婦聯婦聯 

17(四四四四) 內地助學內地助學內地助學內地助學 內地學生內地學生內地學生內地學生 內地教會關懷小組內地教會關懷小組內地教會關懷小組內地教會關懷小組 

19(六六六六) 短宣異象分享會短宣異象分享會短宣異象分享會短宣異象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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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日日日) 「「「「給摯愛的約會給摯愛的約會給摯愛的約會給摯愛的約會」」」」--真愛大發現真愛大發現真愛大發現真愛大發現 本會夫婦本會夫婦本會夫婦本會夫婦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22(二二二二) 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信徒培育部協辦信徒培育部協辦信徒培育部協辦信徒培育部協辦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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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 婦聯婦聯婦聯婦聯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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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六六六六) 信義宗青年宣教大會信義宗青年宣教大會信義宗青年宣教大會信義宗青年宣教大會 青年信徒青年信徒青年信徒青年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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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本本

會青少年部協辦會青少年部協辦會青少年部協辦會青少年部協辦) 

26(六六六六) 校董校長培訓暨新春聚餐校董校長培訓暨新春聚餐校董校長培訓暨新春聚餐校董校長培訓暨新春聚餐 本會校董本會校董本會校董本會校董、、、、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 

27(日日日日) 讀經員訓練讀經員訓練讀經員訓練讀經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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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日日日) 堂會差委交流退修會堂會差委交流退修會堂會差委交流退修會堂會差委交流退修會 本會各堂會教牧長執本會各堂會教牧長執本會各堂會教牧長執本會各堂會教牧長執，，，，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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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務委員常務委員常務委員常務委員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三三三三

月月月月 

1(二二二二)  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    牧牧牧牧師師師師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二二二二)  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信徒培育部協辦信徒培育部協辦信徒培育部協辦信徒培育部協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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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 婦聯婦聯婦聯婦聯 

8(二二二二)  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創意讀經及頌唱經文班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信徒培育部協辦信徒培育部協辦信徒培育部協辦信徒培育部協辦 

12(六六六六)  大專生差傳夜大專生差傳夜大專生差傳夜大專生差傳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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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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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 婦聯婦聯婦聯婦聯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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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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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日日日)  本堂堂慶本堂堂慶本堂堂慶本堂堂慶(25 週年週年週年週年)    本堂會友本堂會友本堂會友本堂會友 執事部執事部執事部執事部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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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 

 
 今天穿甚麼今天穿甚麼今天穿甚麼今天穿甚麼？？？？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年三十晚睡前年三十晚睡前年三十晚睡前年三十晚睡前，，，，我問家人我問家人我問家人我問家人：「：「：「：「明天天氣如何明天天氣如何明天天氣如何明天天氣如何？？？？我們明天應穿甚麼衣服我們明天應穿甚麼衣服我們明天應穿甚麼衣服我們明天應穿甚麼衣服？」？」？」？」其實我這個問題其實我這個問題其實我這個問題其實我這個問題，，，，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每天晚上都問過每天晚上都問過每天晚上都問過每天晚上都問過，，，，師丈有時也覺得我很煩師丈有時也覺得我很煩師丈有時也覺得我很煩師丈有時也覺得我很煩！！！！ 

 我們穿甚麼衣服是重要的我們穿甚麼衣服是重要的我們穿甚麼衣服是重要的我們穿甚麼衣服是重要的，，，，起碼那天穿得合宜得體起碼那天穿得合宜得體起碼那天穿得合宜得體起碼那天穿得合宜得體，，，，心境開朗心境開朗心境開朗心境開朗，，，，做起事上來也自在得多做起事上來也自在得多做起事上來也自在得多做起事上來也自在得多。。。。 

 主耶穌也關心我們的衣著問題主耶穌也關心我們的衣著問題主耶穌也關心我們的衣著問題主耶穌也關心我們的衣著問題，，，，不過祂更關心我們在屬靈方面的不過祂更關心我們在屬靈方面的不過祂更關心我們在屬靈方面的不過祂更關心我們在屬靈方面的「「「「穿上穿上穿上穿上」。」。」。」。保羅在其書信中經常提保羅在其書信中經常提保羅在其書信中經常提保羅在其書信中經常提

醒我們應該醒我們應該醒我們應該醒我們應該「「「「穿上穿上穿上穿上」」」」甚麼甚麼甚麼甚麼。。。。在以弗所書在以弗所書在以弗所書在以弗所書 6:13-18，，，，他就勸勉信徒要他就勸勉信徒要他就勸勉信徒要他就勸勉信徒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而在歌而在歌而在歌而在歌

羅西書羅西書羅西書羅西書 3:12，，，，也列出要將憐憫也列出要將憐憫也列出要將憐憫也列出要將憐憫、、、、恩慈恩慈恩慈恩慈、、、、謙虛謙虛謙虛謙虛、、、、溫柔溫柔溫柔溫柔、、、、忍耐穿上忍耐穿上忍耐穿上忍耐穿上。。。。當我們將這些當我們將這些當我們將這些當我們將這些「「「「穿上穿上穿上穿上」」」」之後之後之後之後，，，，就能靠上就能靠上就能靠上就能靠上

帝恩典和能力帝恩典和能力帝恩典和能力帝恩典和能力，，，，恰如其分地將基督的香氣溢出恰如其分地將基督的香氣溢出恰如其分地將基督的香氣溢出恰如其分地將基督的香氣溢出，，，，並生發榮神益人的功效並生發榮神益人的功效並生發榮神益人的功效並生發榮神益人的功效。。。。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每天你準備穿上甚麼去見人每天你準備穿上甚麼去見人每天你準備穿上甚麼去見人每天你準備穿上甚麼去見人？？？？又穿上甚麼去見上帝又穿上甚麼去見上帝又穿上甚麼去見上帝又穿上甚麼去見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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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傳栽資訊本堂傳栽資訊本堂傳栽資訊本堂傳栽資訊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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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5:00 六樓禮堂六樓禮堂六樓禮堂六樓禮堂 

「「「「短宣是甚麼短宣是甚麼短宣是甚麼短宣是甚麼？」？」？」？」 

「「「「為何我要參加短宣為何我要參加短宣為何我要參加短宣為何我要參加短宣？」？」？」？」 

無論你是從未想過參加短宣無論你是從未想過參加短宣無論你是從未想過參加短宣無論你是從未想過參加短宣，，，，還是曾經火熱過話要參加短宣還是曾經火熱過話要參加短宣還是曾經火熱過話要參加短宣還是曾經火熱過話要參加短宣，，，，還是已經體驗過短宣還是已經體驗過短宣還是已經體驗過短宣還是已經體驗過短宣，，，，都誠意邀請您出席都誠意邀請您出席都誠意邀請您出席都誠意邀請您出席

這個分享會這個分享會這個分享會這個分享會，，，，分享你的想法或體驗分享你的想法或體驗分享你的想法或體驗分享你的想法或體驗，，，，讓我們彼此激勵讓我們彼此激勵讓我們彼此激勵讓我們彼此激勵，，，，靈命交流靈命交流靈命交流靈命交流！！！！ 

 

海宣部資訊海宣部資訊海宣部資訊海宣部資訊 
A. 海宣部消息海宣部消息海宣部消息海宣部消息 

1. 已已已已成功購入一幢排屋以穩定柬埔寨事工發展成功購入一幢排屋以穩定柬埔寨事工發展成功購入一幢排屋以穩定柬埔寨事工發展成功購入一幢排屋以穩定柬埔寨事工發展，，，，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硬件已備硬件已備硬件已備硬件已備，，，，願主繼續看顧禾場願主繼續看顧禾場願主繼續看顧禾場願主繼續看顧禾場。。。。 

 
B. 工場代禱消息工場代禱消息工場代禱消息工場代禱消息 

泰國工場泰國工場泰國工場泰國工場 

1. 為歐陽雪玲姑娘新一期工作及事奉安排代禱為歐陽雪玲姑娘新一期工作及事奉安排代禱為歐陽雪玲姑娘新一期工作及事奉安排代禱為歐陽雪玲姑娘新一期工作及事奉安排代禱。。。。 

2. 為曼谷泰國信義會福音堂各年齡為曼谷泰國信義會福音堂各年齡為曼谷泰國信義會福音堂各年齡為曼谷泰國信義會福音堂各年齡會友主內紥根會友主內紥根會友主內紥根會友主內紥根，，，，成長成熟禱告成長成熟禱告成長成熟禱告成長成熟禱告。。。。 

 
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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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求主預備願意謙卑服侍柬埔寨人民的宣教士求主預備願意謙卑服侍柬埔寨人民的宣教士求主預備願意謙卑服侍柬埔寨人民的宣教士求主預備願意謙卑服侍柬埔寨人民的宣教士。。。。 

 
斐濟工場斐濟工場斐濟工場斐濟工場 

1. 曾國輝牧師夫婦事奉得力曾國輝牧師夫婦事奉得力曾國輝牧師夫婦事奉得力曾國輝牧師夫婦事奉得力，，，，時刻感恩時刻感恩時刻感恩時刻感恩。。。。    

2. 為去年底短宣隊所結的果子感恩為去年底短宣隊所結的果子感恩為去年底短宣隊所結的果子感恩為去年底短宣隊所結的果子感恩，，，，願主澆灌成長願主澆灌成長願主澆灌成長願主澆灌成長。。。。 

 
生生生生日快樂日快樂日快樂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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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2 3/2  4/2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5/2 

6/2 7/2*陳日溢陳日溢陳日溢陳日溢 8/2 9/2 10/2 11/2 12/2 

13/2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 

14/2 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 

 

15/2 李國強李國強李國強李國強 

    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 

16/2 梁兆琪梁兆琪梁兆琪梁兆琪 17/2 18/2 19/2 

20/2 21/2 22/2 23/2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24/2 25/2 26/2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27/2 28/2 1/3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2/3 3/3 聶玉鳳聶玉鳳聶玉鳳聶玉鳳 4/3 5/3 

6/3 7/3 8/3 9/3 10/3 11/3 梁笑蘭梁笑蘭梁笑蘭梁笑蘭 12/3 

13/3 14/3 15/3*黃卓恩黃卓恩黃卓恩黃卓恩 16/3 17/3 18/3 19/3 

20/3 21/3 22/3 23/3 24/3 25/3 26/3 

27/3 鍾偉邦鍾偉邦鍾偉邦鍾偉邦 

    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 

28/3*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 

   *王浩王浩王浩王浩陽陽陽陽 

29/3 30/3 31/3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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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事奉人員名單年事奉人員名單年事奉人員名單年事奉人員名單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事奉團隊事奉團隊事奉團隊事奉團隊    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同同同同    工工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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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文文文文    書書書書    ：：：：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    

                會會會會    計計計計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司司司司    庫庫庫庫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主禮人員主禮人員主禮人員主禮人員////崇拜小組崇拜小組崇拜小組崇拜小組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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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讀經員讀經員讀經員讀經員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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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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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儀小組禮儀小組禮儀小組禮儀小組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黃中真黃中真黃中真黃中真、、、、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插插插插        花花花花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導師導師導師導師////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姊姊大姊姊大姊姊大姊姊    職員職員職員職員////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    --------------------------------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    

        
禾信禾信禾信禾信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    -------- 
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陳敏陳敏陳敏陳敏嫺嫺嫺嫺、、、、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特約特約特約特約))))    

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青成青成青成青成    外來講員外來講員外來講員外來講員、、、、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方教師、、、、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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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教會祈禱會負責人年教會祈禱會負責人年教會祈禱會負責人年教會祈禱會負責人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 

2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各國政府各國政府各國政府各國政府 

3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堂校福音工作堂校福音工作堂校福音工作堂校福音工作 

3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為教會感恩為教會感恩為教會感恩為教會感恩 

4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教會差傳事工教會差傳事工教會差傳事工教會差傳事工 

4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個人差傳心志個人差傳心志個人差傳心志個人差傳心志/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 

5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世界和平世界和平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公義公義公義公義、、、、廉潔廉潔廉潔廉潔 

5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學生福音營學生福音營學生福音營學生福音營(27-29/6) 

6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暑期福音性活動安排暑期福音性活動安排暑期福音性活動安排暑期福音性活動安排 

6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宣教事工宣教事工宣教事工宣教事工 

7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福音營福音營福音營福音營/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7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肢體工作肢體工作肢體工作肢體工作/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學業學業學業學業 

8 月月月月 7 日日日日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暑期福音活動跟進暑期福音活動跟進暑期福音活動跟進暑期福音活動跟進 

8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學校家長福音工作學校家長福音工作學校家長福音工作學校家長福音工作 

9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9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10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10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11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準備受洗肢體準備受洗肢體準備受洗肢體準備受洗肢體 

11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聖誕事工聖誕事工聖誕事工聖誕事工 

12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12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 

 

2011 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守望天使守望天使守望天使守望天使)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2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8 月月月月 7 日日日日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2 月月月月 27 日日日日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 8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3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8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3 月月月月 13 日日日日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8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3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9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3 月月月月 27 日日日日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9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4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 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 9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4 月月月月 10 日日日日 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 9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4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10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 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 

4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 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 10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5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10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 

5 月月月月 8 日日日日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10 月月月月 23 日日日日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5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10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5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11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5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11 月月月月 13 日日日日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6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11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6 月月月月 12 日日日日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11 月月月月 27 日日日日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6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 12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6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12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7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12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7 月月月月 10 日日日日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12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7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7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7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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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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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110 88 88 97 9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91 --- 8 ---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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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9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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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5 9 10 8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 7 7 7 --- 7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 3 3 2 --- 3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 5 6 4 3 5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11 5 --- 13 9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5 32 48 52 --- 44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0 11 11 --- 8 10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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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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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26/2 5/3 12/3 19/3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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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電影欣賞電影欣賞電影欣賞電影欣賞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萬千猩猩賀萬千猩猩賀萬千猩猩賀萬千猩猩賀

堂慶堂慶堂慶堂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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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合邀請合邀請合邀請合 

團行山團行山團行山團行山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Drama 

情牽沐情牽沐情牽沐情牽沐

恩恩恩恩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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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宣異象短宣異象短宣異象短宣異象 

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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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宣異象短宣異象短宣異象短宣異象 

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詩歌分詩歌分詩歌分詩歌分

享享享享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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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先知書小先知書小先知書小先知書 

導論導論導論導論 
--- 

阿摩司阿摩司阿摩司阿摩司

書研經書研經書研經書研經 
---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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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7/2)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11/3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8/3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7/3)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6/2 23/2 2/3 9/3 16/3 23/3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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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 福音粵曲福音粵曲福音粵曲福音粵曲 

十萬個為十萬個為十萬個為十萬個為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影音播放影音播放影音播放影音播放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齊賀你齊賀你齊賀你齊賀你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20/2 27/2 6/3 13/3 20/3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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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禮開學禮開學禮開學禮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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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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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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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政府各國政府各國政府各國政府 --- 

堂校福音堂校福音堂校福音堂校福音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 為敎會感恩為敎會感恩為敎會感恩為敎會感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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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二二二二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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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27/2 6/3 13/3 20/3 27/3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七主日第七主日第七主日第七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八主日第八主日第八主日第八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最後主日最後主日最後主日最後主日    

((((白白白白))))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紫紫紫紫))))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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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黃承香牧師黃承香牧師黃承香牧師黃承香牧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陳耀華校長陳耀華校長陳耀華校長陳耀華校長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張玉文博士張玉文博士張玉文博士張玉文博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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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利利利利 19:1-2、、、、

9-18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3:10-11、、、、

16-23 
太太太太 5:38-48 

賽賽賽賽 49:8-16 上上上上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4:1-5 

 
太太太太 6:24-34 

出出出出 24:12-18 

 
彼後彼後彼後彼後 1:16-21 

 
太太太太 17:1-9 

創創創創 2:15-17, 

3:1-7 
 

羅羅羅羅 5:12-19 

 
太太太太 4:1-11 

創創創創 12:1-4 上上上上 

 
羅羅羅羅 4:1-5、、、、 

13-17 
 

約約約約 3:1-17 

出出出出 17:1-7 

 
羅羅羅羅 5:1-11 

 
約約約約 4:5-42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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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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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王浩陽王浩陽王浩陽王浩陽    ------------    張張張張    海海海海    ------------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聖聖聖聖))))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後後後後))))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地地地地))))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聖聖聖聖))))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後後後後))))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地地地地))))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聖聖聖聖))))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後後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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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聖聖聖聖))))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後後後後))))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聖聖聖聖))))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後後後後))))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榮耀歸獨一榮耀歸獨一榮耀歸獨一榮耀歸獨一

真神真神真神真神,291,,291,,291,,291,    

學傚主愛學傚主愛學傚主愛學傚主愛,,,,303303303303    

44,357,44,357,44,357,44,357,祢是我祢是我祢是我祢是我

們醫治者們醫治者們醫治者們醫治者,,,,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265,,265,,265,,265,    

不變基督不變基督不變基督不變基督    

50, 50, 50, 50, 130,130,130,130,    

370,129370,129370,129370,129    

190, 131,190, 131,190, 131,190, 131,    

480,480,480,480,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6, 225266, 225266, 225266, 225    

211, 133,211, 133,211, 133,211, 133,    

467, 375467, 375467, 375467, 375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佳佳佳佳 10 10 10 10 佳佳佳佳 53535353    

佳佳佳佳 67676767    
------------    

佳佳佳佳 10 佳佳佳佳 23 

佳佳佳佳 80 
------------    

佳佳佳佳 60 60 60 60 小小小小 95  95  95  95  

佳佳佳佳 80808080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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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