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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世情反思世情反思世情反思世情反思 

   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 

(本堂執事會副主席本堂執事會副主席本堂執事會副主席本堂執事會副主席)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維權分子維權分子維權分子維權分子艾未未艾未未艾未未艾未未、、、、趙連海趙連海趙連海趙連海以愛國及為下一代沒有恐懼地生活的至聖情以愛國及為下一代沒有恐懼地生活的至聖情以愛國及為下一代沒有恐懼地生活的至聖情以愛國及為下一代沒有恐懼地生活的至聖情

懷懷懷懷，，，，溫婉地勸戒當權者後溫婉地勸戒當權者後溫婉地勸戒當權者後溫婉地勸戒當權者後，，，，遭不明之拘禁遭不明之拘禁遭不明之拘禁遭不明之拘禁；；；；與領導人常在災難地方親民愛民的與領導人常在災難地方親民愛民的與領導人常在災難地方親民愛民的與領導人常在災難地方親民愛民的

表達南轅北轍表達南轅北轍表達南轅北轍表達南轅北轍，，，，是在位者維護是在位者維護是在位者維護是在位者維護「「「「大我大我大我大我」」」」當前的利益所然當前的利益所然當前的利益所然當前的利益所然 ? 

 

利比亞利比亞利比亞利比亞內戰內戰內戰內戰，，，，美美美美、、、、英英英英兩國及兩國及兩國及兩國及歐洲歐洲歐洲歐洲，，，，挾挾挾挾北約北約北約北約之名之名之名之名，，，，以以以以「「「「正義姿態正義姿態正義姿態正義姿態」」」」及及及及「「「「保護保護保護保護

平民平民平民平民」」」」旗幟旗幟旗幟旗幟，，，，肆意及狂傲地介入別國戰爭肆意及狂傲地介入別國戰爭肆意及狂傲地介入別國戰爭肆意及狂傲地介入別國戰爭，，，，任意轟炸任意轟炸任意轟炸任意轟炸，，，，意欲為何意欲為何意欲為何意欲為何﹖﹖﹖﹖為何為何為何為何「「「「正義正義正義正義

之師之師之師之師」」」」只眷顧石油蘊藏豐富的只眷顧石油蘊藏豐富的只眷顧石油蘊藏豐富的只眷顧石油蘊藏豐富的利比亞利比亞利比亞利比亞，，，，而對同樣面對國內反對力量湧現的而對同樣面對國內反對力量湧現的而對同樣面對國內反對力量湧現的而對同樣面對國內反對力量湧現的突利突利突利突利

亞亞亞亞、、、、巴林巴林巴林巴林、、、、也門也門也門也門、、、、叙利亞叙利亞叙利亞叙利亞等平民所受之武力威脅卻視若無睹等平民所受之武力威脅卻視若無睹等平民所受之武力威脅卻視若無睹等平民所受之武力威脅卻視若無睹 ?!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311 地震顯示大和民族引以為傲的防震地震顯示大和民族引以為傲的防震地震顯示大和民族引以為傲的防震地震顯示大和民族引以為傲的防震、、、、防海嘯防海嘯防海嘯防海嘯、、、、防核洩之優越前衛防核洩之優越前衛防核洩之優越前衛防核洩之優越前衛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以為人定勝天的傲慢以為人定勝天的傲慢以為人定勝天的傲慢以為人定勝天的傲慢，，，，在大自然力量之下顯得何等脆弱在大自然力量之下顯得何等脆弱在大自然力量之下顯得何等脆弱在大自然力量之下顯得何等脆弱、、、、無能無能無能無能! 

 

何何何何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的士的士的士的士招招招招、、、、陳振聰陳振聰陳振聰陳振聰等爭產案等爭產案等爭產案等爭產案，，，，在在表明了錢財是吞噬親情之物在在表明了錢財是吞噬親情之物在在表明了錢財是吞噬親情之物在在表明了錢財是吞噬親情之物……。。。。 

 

世情何其猙獰世情何其猙獰世情何其猙獰世情何其猙獰 ! 我們現時我們現時我們現時我們現時「「「「拼命拼命拼命拼命」」」」尋找的是什麼尋找的是什麼尋找的是什麼尋找的是什麼 ? 權力掯殺忠言權力掯殺忠言權力掯殺忠言權力掯殺忠言；「；「；「；「正義正義正義正義」」」」

之真身原來是不義之真身原來是不義之真身原來是不義之真身原來是不義；；；；人自封萬物之靈的傲氣歷久不變人自封萬物之靈的傲氣歷久不變人自封萬物之靈的傲氣歷久不變人自封萬物之靈的傲氣歷久不變；；；；親情遠比不上親情遠比不上親情遠比不上親情遠比不上「「「「錢錢錢錢

程程程程」」」」……。。。。 

 

約伯記提醒我們約伯記提醒我們約伯記提醒我們約伯記提醒我們：「：「：「：「人所知的是非常有限人所知的是非常有限人所知的是非常有限人所知的是非常有限！！！！我們需要信任我們需要信任我們需要信任我們需要信任上帝上帝上帝上帝對世界的掌對世界的掌對世界的掌對世界的掌

管管管管！」！」！」！」上帝上帝上帝上帝最後對最後對最後對最後對約伯約伯約伯約伯提出許多挑戰式的問題提出許多挑戰式的問題提出許多挑戰式的問題提出許多挑戰式的問題：「：「：「：「誰用無知的言語誰用無知的言語誰用無知的言語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使我的旨使我的旨使我的旨

意暗昧不明意暗昧不明意暗昧不明意暗昧不明？」？」？」？」上帝上帝上帝上帝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正式回答正式回答正式回答正式回答約伯約伯約伯約伯，，，，但當但當但當但當約伯約伯約伯約伯知道全能全愛全智的真神是知道全能全愛全智的真神是知道全能全愛全智的真神是知道全能全愛全智的真神是

掌權的掌權的掌權的掌權的，，，，這就足夠了這就足夠了這就足夠了這就足夠了！！！！上帝上帝上帝上帝曾說曾說曾說曾說：「：「：「：「我的意念我的意念我的意念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我的道路我的道路我的道路，，，，

非同你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賽賽賽賽 55:8)要接納自己不是全知的要接納自己不是全知的要接納自己不是全知的要接納自己不是全知的！！！！我們有很多無知我們有很多無知我們有很多無知我們有很多無知！！！！要信要信要信要信

任任任任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的掌權的掌權的掌權的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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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用地震等天災警戒我們用地震等天災警戒我們用地震等天災警戒我們用地震等天災警戒我們：「：「：「：「你們是寄居的你們是寄居的你們是寄居的你們是寄居的！！！！你們要面對死亡你們要面對死亡你們要面對死亡你們要面對死亡，，，，面對面對面對面對上帝上帝上帝上帝

的審判的審判的審判的審判！」！」！」！」(耶耶耶耶 10:10)。。。。在末日時有超大的地震在末日時有超大的地震在末日時有超大的地震在末日時有超大的地震：「：「：「：「又有閃電又有閃電又有閃電又有閃電、、、、聲音聲音聲音聲音、、、、雷轟雷轟雷轟雷轟、、、、大大大大

地震地震地震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自從地上有人以來自從地上有人以來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沒有這樣大沒有這樣大沒有這樣大、、、、這樣利害的地震這樣利害的地震這樣利害的地震這樣利害的地震。」。」。」。」(啟啟啟啟 16:18)面對面對面對面對

大災難大災難大災難大災難，，，，我們要檢討我們要檢討我們要檢討我們要檢討：「：「：「：「我們有否善用這寄居的生命我們有否善用這寄居的生命我們有否善用這寄居的生命我們有否善用這寄居的生命？？？？珍惜當下珍惜當下珍惜當下珍惜當下？？？？珍惜與家人珍惜與家人珍惜與家人珍惜與家人

齊齊整整齊齊整整齊齊整整齊齊整整，，，，共聚天倫共聚天倫共聚天倫共聚天倫？？？？有有有有否遠離罪惡否遠離罪惡否遠離罪惡否遠離罪惡？？？？有否果子呈獻給有否果子呈獻給有否果子呈獻給有否果子呈獻給上帝上帝上帝上帝嗎嗎嗎嗎？」？」？」？」 

 

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讓我們都能認定那位讓我們都能認定那位讓我們都能認定那位讓我們都能認定那位，，，，在我們還在我們還在我們還在我們還是是是是罪人的時候罪人的時候罪人的時候罪人的時候，，，，基督為我們死基督為我們死基督為我們死基督為我們死，，，，

上帝的愛就在此顯明了上帝的愛就在此顯明了上帝的愛就在此顯明了上帝的愛就在此顯明了。。。。祂祂祂祂為我們的至寶為我們的至寶為我們的至寶為我們的至寶，，，，我等生活所渴慕我等生活所渴慕我等生活所渴慕我等生活所渴慕，，，，全然所追求的全然所追求的全然所追求的全然所追求的。。。。

在沐恩堂今年在沐恩堂今年在沐恩堂今年在沐恩堂今年以以以以「「「「成長成長成長成長」」」」為目標為目標為目標為目標的激勵中的激勵中的激勵中的激勵中，，，，堅立靈命堅立靈命堅立靈命堅立靈命，，，，阿阿阿阿們們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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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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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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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人人人人；；；；領餐人數平領餐人數平領餐人數平領餐人數平

均為均為均為均為 86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3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3 人人人人。。。。 

2. 3 月月月月 27 日為本堂廿五週年日為本堂廿五週年日為本堂廿五週年日為本堂廿五週年堂慶堂慶堂慶堂慶，，，，當日有學校代表當日有學校代表當日有學校代表當日有學校代表、、、、家教會代表家教會代表家教會代表家教會代表、、、、前任教牧前任教牧前任教牧前任教牧、、、、前任前任前任前任

幹事幹事幹事幹事、、、、主日學家長及學生等嘉賓一同敬拜感恩主日學家長及學生等嘉賓一同敬拜感恩主日學家長及學生等嘉賓一同敬拜感恩主日學家長及學生等嘉賓一同敬拜感恩。。。。崇拜後更有崇拜後更有崇拜後更有崇拜後更有 120 多位嘉賓多位嘉賓多位嘉賓多位嘉賓及肢體出及肢體出及肢體出及肢體出

席愛宴席愛宴席愛宴席愛宴，，，，共頌主恩共頌主恩共頌主恩共頌主恩。。。。 

3. 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4 月月月月 3 日崇拜後舉辦日崇拜後舉辦日崇拜後舉辦日崇拜後舉辦之之之之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耶穌腳蹤耶穌腳蹤耶穌腳蹤耶穌腳蹤，，，，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46 位肢體參加位肢體參加位肢體參加位肢體參加，，，，是次聚會是次聚會是次聚會是次聚會

以路加福音為主幹以路加福音為主幹以路加福音為主幹以路加福音為主幹，，，，讓信徒透過影像讓信徒透過影像讓信徒透過影像讓信徒透過影像、、、、音樂音樂音樂音樂、、、、話劇等話劇等話劇等話劇等，，，，認識路加福音中記載有關耶認識路加福音中記載有關耶認識路加福音中記載有關耶認識路加福音中記載有關耶

穌基督所到達之地方及所行的神蹟奇事穌基督所到達之地方及所行的神蹟奇事穌基督所到達之地方及所行的神蹟奇事穌基督所到達之地方及所行的神蹟奇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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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之之之之國內旅遊國內旅遊國內旅遊國內旅遊，，，，有有有有 39 位肢體及親友參加位肢體及親友參加位肢體及親友參加位肢體及親友參加，，，，藉此藉此藉此藉此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帶帶帶帶

領親友接觸教會領親友接觸教會領親友接觸教會領親友接觸教會，，，，彼此交流彼此交流彼此交流彼此交流和認識和認識和認識和認識。。。。 

5.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沙田區堂會將於沙田區堂會將於沙田區堂會將於沙田區堂會將於 4 月月月月 21 日晚上八時假救恩堂舉行立聖餐日崇拜日晚上八時假救恩堂舉行立聖餐日崇拜日晚上八時假救恩堂舉行立聖餐日崇拜日晚上八時假救恩堂舉行立聖餐日崇拜，，，，本堂負責崇本堂負責崇本堂負責崇本堂負責崇

拜中之獻唱拜中之獻唱拜中之獻唱拜中之獻唱，，，，請為詩班員練習和準備代禱請為詩班員練習和準備代禱請為詩班員練習和準備代禱請為詩班員練習和準備代禱，，，，更為參加的每一位會眾禱告更為參加的每一位會眾禱告更為參加的每一位會眾禱告更為參加的每一位會眾禱告，，，，讓肢體預讓肢體預讓肢體預讓肢體預

備心備心備心備心靈靈靈靈和時間出席和時間出席和時間出席和時間出席，，，，黙想主恩黙想主恩黙想主恩黙想主恩。。。。 

6. 本會青少年部本會青少年部本會青少年部本會青少年部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8 月月月月 1 至至至至 5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暑期青少年福音營暑期青少年福音營暑期青少年福音營暑期青少年福音營 2011」，」，」，」，對象為對象為對象為對象為 12 至至至至 17

歲青少年人歲青少年人歲青少年人歲青少年人。。。。詳情請看海報及向團契導師查詢詳情請看海報及向團契導師查詢詳情請看海報及向團契導師查詢詳情請看海報及向團契導師查詢，，，，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7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另營會急招另營會急招另營會急招另營會急招

募組長募組長募組長募組長 15 名名名名，，，，需中六以上程度需中六以上程度需中六以上程度需中六以上程度。。。。 

7. 本會之會員及代表大會本會之會員及代表大會本會之會員及代表大會本會之會員及代表大會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5 月月月月 2 日假信義中學舉行日假信義中學舉行日假信義中學舉行日假信義中學舉行，，，，今屆將選舉監督今屆將選舉監督今屆將選舉監督今屆將選舉監督、、、、副監督副監督副監督副監督、、、、

董事及常務委員會之委員等董事及常務委員會之委員等董事及常務委員會之委員等董事及常務委員會之委員等。。。。本堂李志雄弟兄為常委員之候選人本堂李志雄弟兄為常委員之候選人本堂李志雄弟兄為常委員之候選人本堂李志雄弟兄為常委員之候選人，，，，出席之教牧代表出席之教牧代表出席之教牧代表出席之教牧代表

為吳牧師及方教師為吳牧師及方教師為吳牧師及方教師為吳牧師及方教師；；；；信徒代表為趙仕傑及蔡志明信徒代表為趙仕傑及蔡志明信徒代表為趙仕傑及蔡志明信徒代表為趙仕傑及蔡志明。。。。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8. 日本福音信義會來函日本福音信義會來函日本福音信義會來函日本福音信義會來函，，，，請求本會肢體協助地震後引發的海嘯請求本會肢體協助地震後引發的海嘯請求本會肢體協助地震後引發的海嘯請求本會肢體協助地震後引發的海嘯及核危機災難之重建及核危機災難之重建及核危機災難之重建及核危機災難之重建。。。。

肢體若有感動可將奉獻交與總辦收集肢體若有感動可將奉獻交與總辦收集肢體若有感動可將奉獻交與總辦收集肢體若有感動可將奉獻交與總辦收集，，，，或直接交與基督教協進會或直接交與基督教協進會或直接交與基督教協進會或直接交與基督教協進會「「「「五餅二魚教五餅二魚教五餅二魚教五餅二魚教會行會行會行會行

動動動動」，」，」，」，再轉送往災區再轉送往災區再轉送往災區再轉送往災區。。。。支票抬頭為支票抬頭為支票抬頭為支票抬頭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或或或或「「「「基督教協進會基督教協進會基督教協進會基督教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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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會社會服務部呼籲本會肢體考慮將政府派發的六千元捐出百分一或以上本會社會服務部呼籲本會肢體考慮將政府派發的六千元捐出百分一或以上本會社會服務部呼籲本會肢體考慮將政府派發的六千元捐出百分一或以上本會社會服務部呼籲本會肢體考慮將政府派發的六千元捐出百分一或以上，，，，作為支作為支作為支作為支

援弱勢社群援弱勢社群援弱勢社群援弱勢社群。。。。肢體可自行選取希望幫助的群體肢體可自行選取希望幫助的群體肢體可自行選取希望幫助的群體肢體可自行選取希望幫助的群體，，，，包括學障兒童包括學障兒童包括學障兒童包括學障兒童、、、、長者服務或照顧嚴長者服務或照顧嚴長者服務或照顧嚴長者服務或照顧嚴

重智障學員重智障學員重智障學員重智障學員。。。。參與肢體請向教會索取捐款表格參與肢體請向教會索取捐款表格參與肢體請向教會索取捐款表格參與肢體請向教會索取捐款表格，，，，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4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畢森伯伯於畢森伯伯於畢森伯伯於畢森伯伯於 3 月月月月 26 日在威爾斯醫院病床接受洗禮日在威爾斯醫院病床接受洗禮日在威爾斯醫院病床接受洗禮日在威爾斯醫院病床接受洗禮，，，，其妻子余潔桃婆婆也決志信其妻子余潔桃婆婆也決志信其妻子余潔桃婆婆也決志信其妻子余潔桃婆婆也決志信

主主主主，，，，並一同於該日接受洗禮並一同於該日接受洗禮並一同於該日接受洗禮並一同於該日接受洗禮，，，，加入本堂成為教友加入本堂成為教友加入本堂成為教友加入本堂成為教友。。。。畢伯伯手術後情況穏定畢伯伯手術後情況穏定畢伯伯手術後情況穏定畢伯伯手術後情況穏定，，，，感謝感謝感謝感謝

主主主主。。。。 

2. 李慈英父親李貴彬伯伯因跌倒受傷李慈英父親李貴彬伯伯因跌倒受傷李慈英父親李貴彬伯伯因跌倒受傷李慈英父親李貴彬伯伯因跌倒受傷，，，，現入住沙田醫院現入住沙田醫院現入住沙田醫院現入住沙田醫院。。。。李伯伯更於醫院病李伯伯更於醫院病李伯伯更於醫院病李伯伯更於醫院病床上決床上決床上決床上決

志信主志信主志信主志信主。。。。 

3. 吳蝶婆婆跌倒吳蝶婆婆跌倒吳蝶婆婆跌倒吳蝶婆婆跌倒，，，，斷了左手斷了左手斷了左手斷了左手、、、、右腳右腳右腳右腳，，，，手術後情況穏定手術後情況穏定手術後情況穏定手術後情況穏定，，，，現已轉往大埔醫院留醫現已轉往大埔醫院留醫現已轉往大埔醫院留醫現已轉往大埔醫院留醫。。。。 

4. 余美歡婆婆於余美歡婆婆於余美歡婆婆於余美歡婆婆於 4 月月月月 7 日完成白內障手術日完成白內障手術日完成白內障手術日完成白內障手術，，，，現現現現正正正正在復原中在復原中在復原中在復原中。。。。 

5. 劉健鋒弟兄於劉健鋒弟兄於劉健鋒弟兄於劉健鋒弟兄於 4 月月月月 9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5 月月月月 17 日前往印度醫療交流日前往印度醫療交流日前往印度醫療交流日前往印度醫療交流，，，，請記念其行程請記念其行程請記念其行程請記念其行程、、、、生活適應生活適應生活適應生活適應

等等等等。。。。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日本災後處理及核擴散問題向上主日本災後處理及核擴散問題向上主日本災後處理及核擴散問題向上主日本災後處理及核擴散問題向上主禱禱禱禱告告告告。。。。 

2. 為為為為中東和北非多國政局禱告中東和北非多國政局禱告中東和北非多國政局禱告中東和北非多國政局禱告。。。。 

3.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經歷廿五個年頭感恩經歷廿五個年頭感恩經歷廿五個年頭感恩經歷廿五個年頭感恩，，，，並為本堂踏入廿六年獻上禱告並為本堂踏入廿六年獻上禱告並為本堂踏入廿六年獻上禱告並為本堂踏入廿六年獻上禱告，，，，求上帝興起教會求上帝興起教會求上帝興起教會求上帝興起教會，，，，

為主作光作鹽為主作光作鹽為主作光作鹽為主作光作鹽，，，，傳揚福音傳揚福音傳揚福音傳揚福音。。。。 

4. 為為為為 5 月月月月 2 日之會員及代表大會代禱日之會員及代表大會代禱日之會員及代表大會代禱日之會員及代表大會代禱，，，，並為選舉監督等議事禱告並為選舉監督等議事禱告並為選舉監督等議事禱告並為選舉監督等議事禱告，，，，求上帝預備和帶求上帝預備和帶求上帝預備和帶求上帝預備和帶

領領領領。。。。 

 

    2011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2011 年年年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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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

月月月月 

12(二二二二)     敎牧同工會敎牧同工會敎牧同工會敎牧同工會    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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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所有團契所有團契所有團契所有團契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24-26     教會外遊教會外遊教會外遊教會外遊    本堂會友及親友本堂會友及親友本堂會友及親友本堂會友及親友 執事部執事部執事部執事部 

26(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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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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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

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    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2(一一一一)     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    信義會會友信義會會友信義會會友信義會會友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3(二二二二)     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    堂會牧師堂會牧師堂會牧師堂會牧師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0(二二二二)     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退修退修退修退修    本堂事奉人員本堂事奉人員本堂事奉人員本堂事奉人員 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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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進修營教牧同工進修營教牧同工進修營教牧同工進修營    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2(日日日日)     主日學導師基礎班主日學導師基礎班主日學導師基礎班主日學導師基礎班    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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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三三三三)  關懷佈道訓練暨畢業禮關懷佈道訓練暨畢業禮關懷佈道訓練暨畢業禮關懷佈道訓練暨畢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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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夫婦講座夫婦講座夫婦講座夫婦講座    ––––    盟約之後盟約之後盟約之後盟約之後    本會夫婦信徒本會夫婦信徒本會夫婦信徒本會夫婦信徒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29(日日日日)     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    關顧部部員關顧部部員關顧部部員關顧部部員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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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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4 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 

3/4 4/4 5/4 6/4 7/4 8/4 9/4 

10/4 11/4 12/4 13/4 14/4 譚順保譚順保譚順保譚順保 15/4 16/4 陳永安陳永安陳永安陳永安 

17/4 陳家群陳家群陳家群陳家群 

    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 

18/4 19/4 廖淑英廖淑英廖淑英廖淑英 20/4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陳少梅陳少梅陳少梅陳少梅 

21/4 鄺翠霞鄺翠霞鄺翠霞鄺翠霞 22/4 23/4*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24/4 25/4 26/4 黃仙黃仙黃仙黃仙 27/4 28/4 29/4 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 30/4 

1/5 2/5 *張張張張  海海海海 3/5 4/5 5/5 6/5 周佩君周佩君周佩君周佩君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7/5 

8/5 9/5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10/5 11/5 鍾麗珠鍾麗珠鍾麗珠鍾麗珠 12/5 13/5 14/5 

15/5 鄭瑞芬鄭瑞芬鄭瑞芬鄭瑞芬 16/5 17/5 18/5 *蔡芊庭蔡芊庭蔡芊庭蔡芊庭 19/5 20/5 21/5 *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 

22/5 陳二女陳二女陳二女陳二女 23/5 24/5 *李以琳李以琳李以琳李以琳 25/5 26/5 27/5 28/5 

29/5 黃十妹黃十妹黃十妹黃十妹 30/5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31/5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 

   客西馬尼客西馬尼客西馬尼客西馬尼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預苦期間預苦期間預苦期間預苦期間，，，，我再翻我再翻我再翻我再翻看看看看聖經有關耶穌在這段期間的日子是怎樣過的聖經有關耶穌在這段期間的日子是怎樣過的聖經有關耶穌在這段期間的日子是怎樣過的聖經有關耶穌在這段期間的日子是怎樣過的，，，，當我讀當我讀當我讀當我讀

到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掙扎和禱告時到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掙扎和禱告時到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掙扎和禱告時到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掙扎和禱告時，，，，我感受到耶穌那份孤寂我感受到耶穌那份孤寂我感受到耶穌那份孤寂我感受到耶穌那份孤寂和痛和痛和痛和痛；；；；然而因祂然而因祂然而因祂然而因祂

堅持倚靠上帝和順服祂的旨意堅持倚靠上帝和順服祂的旨意堅持倚靠上帝和順服祂的旨意堅持倚靠上帝和順服祂的旨意，，，，祂願意走上十架祂願意走上十架祂願意走上十架祂願意走上十架，，，，犠牲性命犠牲性命犠牲性命犠牲性命，，，，救贖我們救贖我們救贖我們救贖我們，，，，這就這就這就這就

是愛是愛是愛是愛！！！！！！！！！！！！ 

 

 每次讀到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片段時每次讀到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片段時每次讀到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片段時每次讀到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片段時，，，，我總是忍不住會流下眼淚我總是忍不住會流下眼淚我總是忍不住會流下眼淚我總是忍不住會流下眼淚。。。。一方面一方面一方面一方面

感受到耶穌內心的爭戰是痛苦難感受到耶穌內心的爭戰是痛苦難感受到耶穌內心的爭戰是痛苦難感受到耶穌內心的爭戰是痛苦難耐耐耐耐，，，，另一方面感謝上帝和耶穌對我的拯救和另一方面感謝上帝和耶穌對我的拯救和另一方面感謝上帝和耶穌對我的拯救和另一方面感謝上帝和耶穌對我的拯救和

愛愛愛愛，，，，甘願為卑微的我歷盡痛苦受傷甘願為卑微的我歷盡痛苦受傷甘願為卑微的我歷盡痛苦受傷甘願為卑微的我歷盡痛苦受傷。。。。 

 

 當難過與感恩的眼淚交錯着淌下時當難過與感恩的眼淚交錯着淌下時當難過與感恩的眼淚交錯着淌下時當難過與感恩的眼淚交錯着淌下時，，，，心中不期然禱告說心中不期然禱告說心中不期然禱告說心中不期然禱告說：「：「：「：「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願定意我願定意我願定意我願定意

獻上自己獻上自己獻上自己獻上自己，，，，一生為祢所用一生為祢所用一生為祢所用一生為祢所用，，，，求主幫助求主幫助求主幫助求主幫助！！！！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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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 出發出發出發出發 !! 

 

個人復興個人復興個人復興個人復興、、、、團契復興團契復興團契復興團契復興、、、、教會復興教會復興教會復興教會復興 – 先由先由先由先由佈道熱誠燃點佈道熱誠燃點佈道熱誠燃點佈道熱誠燃點 ……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1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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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6:00 沐恩堂地下副堂沐恩堂地下副堂沐恩堂地下副堂沐恩堂地下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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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預備和塑造求主預備和塑造求主預備和塑造求主預備和塑造泰國宣教士和柬埔寨宣教士泰國宣教士和柬埔寨宣教士泰國宣教士和柬埔寨宣教士泰國宣教士和柬埔寨宣教士的人選的人選的人選的人選。。。。 

 

泰國工場泰國工場泰國工場泰國工場 

1.  求主帶領歐陽姑娘在求主帶領歐陽姑娘在求主帶領歐陽姑娘在求主帶領歐陽姑娘在 Noen Sawng 鄉村的服侍和在四月底參加華人宣教士退修會得力鄉村的服侍和在四月底參加華人宣教士退修會得力鄉村的服侍和在四月底參加華人宣教士退修會得力鄉村的服侍和在四月底參加華人宣教士退修會得力   

祈禱祈禱祈禱祈禱。。。。 

 

2.  為泰國新主教為泰國新主教為泰國新主教為泰國新主教 Banjob 牧師及新按立五位牧師的靈性與服侍祈禱牧師及新按立五位牧師的靈性與服侍祈禱牧師及新按立五位牧師的靈性與服侍祈禱牧師及新按立五位牧師的靈性與服侍祈禱。。。。 

 

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 

1.  為本會在金邊購入新物業辦理手續為本會在金邊購入新物業辦理手續為本會在金邊購入新物業辦理手續為本會在金邊購入新物業辦理手續 及及及及 在柬埔寨註冊成為本地非牟利團體在柬埔寨註冊成為本地非牟利團體在柬埔寨註冊成為本地非牟利團體在柬埔寨註冊成為本地非牟利團體(NGO)祈祈祈祈

禱禱禱禱。。。。 

 

2.  為為為為 Rithy 傳道負傳道負傳道負傳道負責責責責 KDFO 孤兒院的青少年兒童聖經課程孤兒院的青少年兒童聖經課程孤兒院的青少年兒童聖經課程孤兒院的青少年兒童聖經課程，，，，及跟進新物業註冊及跟進新物業註冊及跟進新物業註冊及跟進新物業註冊、、、、裝修裝修裝修裝修

等事等事等事等事祈禱祈禱祈禱祈禱。。。。 

 

斐濟工場斐濟工場斐濟工場斐濟工場 

1. 請為復活節將會接受洗禮的兩位姊妹禱告請為復活節將會接受洗禮的兩位姊妹禱告請為復活節將會接受洗禮的兩位姊妹禱告請為復活節將會接受洗禮的兩位姊妹禱告。。。。 

 

2. 請為曾國輝牧師女兒思允新工作的適應和事奉的安排禱告請為曾國輝牧師女兒思允新工作的適應和事奉的安排禱告請為曾國輝牧師女兒思允新工作的適應和事奉的安排禱告請為曾國輝牧師女兒思允新工作的適應和事奉的安排禱告。。。。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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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皿的分享潔皿的分享潔皿的分享潔皿的分享 
 

太久太久沒有寫代禱信了太久太久沒有寫代禱信了太久太久沒有寫代禱信了太久太久沒有寫代禱信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掛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掛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掛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掛念我？？？？ 

 

潔皿從潔皿從潔皿從潔皿從１１１１月中旬離開工場參與一個同工會議後月中旬離開工場參與一個同工會議後月中旬離開工場參與一個同工會議後月中旬離開工場參與一個同工會議後，，，，便回到工場一個人過一個最特別的農便回到工場一個人過一個最特別的農便回到工場一個人過一個最特別的農便回到工場一個人過一個最特別的農

曆新年曆新年曆新年曆新年。。。。伴隨潔皿過年的伴隨潔皿過年的伴隨潔皿過年的伴隨潔皿過年的，，，，有媽媽托朋友帶過來的有媽媽托朋友帶過來的有媽媽托朋友帶過來的有媽媽托朋友帶過來的「「「「角仔角仔角仔角仔」、」、」、」、有香港朋友的問候有香港朋友的問候有香港朋友的問候有香港朋友的問候、、、、有兩天有兩天有兩天有兩天

豪宅住宿服務豪宅住宿服務豪宅住宿服務豪宅住宿服務（（（（一位姊妹招待我去她家住兩天一位姊妹招待我去她家住兩天一位姊妹招待我去她家住兩天一位姊妹招待我去她家住兩天）、）、）、）、還有一連二十多天的免費還有一連二十多天的免費還有一連二十多天的免費還有一連二十多天的免費、、、、好像為我一好像為我一好像為我一好像為我一

人而放的煙火人而放的煙火人而放的煙火人而放的煙火…☺☺☺☺ 

 

真相真相真相真相 

 
檢討過去半年潔皿所作的事奉檢討過去半年潔皿所作的事奉檢討過去半年潔皿所作的事奉檢討過去半年潔皿所作的事奉，，，，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可以告訴大家，，，，我沒有很大的突破我沒有很大的突破我沒有很大的突破我沒有很大的突破，，，，面對自己的最面對自己的最面對自己的最面對自己的最

軟弱點軟弱點軟弱點軟弱點，，，，我可以做的就是為自己禱告我可以做的就是為自己禱告我可以做的就是為自己禱告我可以做的就是為自己禱告。。。。 

 

或許表面上大家看不出來或許表面上大家看不出來或許表面上大家看不出來或許表面上大家看不出來，，，，其實我是一個不願意嘗試新東西其實我是一個不願意嘗試新東西其實我是一個不願意嘗試新東西其實我是一個不願意嘗試新東西、、、、不愛冒險不愛冒險不愛冒險不愛冒險、、、、只做自己能只做自己能只做自己能只做自己能

掌握的事的一個老套之人掌握的事的一個老套之人掌握的事的一個老套之人掌握的事的一個老套之人—在我的內心深處在我的內心深處在我的內心深處在我的內心深處，，，，我很害怕被人看見我失敗時的反應我很害怕被人看見我失敗時的反應我很害怕被人看見我失敗時的反應我很害怕被人看見我失敗時的反應(其實很其實很其實很其實很

多都是心理作用多都是心理作用多都是心理作用多都是心理作用)。。。。如果你說如果你說如果你說如果你說「「「「去一年短宣去一年短宣去一年短宣去一年短宣，，，，不已經是個很大的生命突破不已經是個很大的生命突破不已經是個很大的生命突破不已經是個很大的生命突破、、、、新的事情嗎新的事情嗎新的事情嗎新的事情嗎？」？」？」？」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我從我從我從我從 2005 年到出發短宣已有五年的時間年到出發短宣已有五年的時間年到出發短宣已有五年的時間年到出發短宣已有五年的時間，，，，上帝給予我充分的時間作心理準備上帝給予我充分的時間作心理準備上帝給予我充分的時間作心理準備上帝給予我充分的時間作心理準備，，，，

我去的地方也是去過我去的地方也是去過我去的地方也是去過我去的地方也是去過，，，，並且是我自己喜歡的並且是我自己喜歡的並且是我自己喜歡的並且是我自己喜歡的。。。。我在這邊能貢獻的我在這邊能貢獻的我在這邊能貢獻的我在這邊能貢獻的，，，，對這邊的學生來講可對這邊的學生來講可對這邊的學生來講可對這邊的學生來講可

能是能是能是能是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但在我來說都是從前常做但在我來說都是從前常做但在我來說都是從前常做但在我來說都是從前常做，，，，成功在握的帶領敬拜和擔任社工時帶領過的活成功在握的帶領敬拜和擔任社工時帶領過的活成功在握的帶領敬拜和擔任社工時帶領過的活成功在握的帶領敬拜和擔任社工時帶領過的活

動動動動。。。。結論是結論是結論是結論是，，，，我看不到自己在上半年有什麼成長我看不到自己在上半年有什麼成長我看不到自己在上半年有什麼成長我看不到自己在上半年有什麼成長，，，，我也沒有親自為神的國結一個果子我也沒有親自為神的國結一個果子我也沒有親自為神的國結一個果子我也沒有親自為神的國結一個果子…

剛剛再看一遍大家在我走前寫給我的祝福語句和弟兄姊妹們錄製給我的片段剛剛再看一遍大家在我走前寫給我的祝福語句和弟兄姊妹們錄製給我的片段剛剛再看一遍大家在我走前寫給我的祝福語句和弟兄姊妹們錄製給我的片段剛剛再看一遍大家在我走前寫給我的祝福語句和弟兄姊妹們錄製給我的片段，，，，我再反復我再反復我再反復我再反復

問自己問自己問自己問自己，，，，我配得到這些祝福嗎我配得到這些祝福嗎我配得到這些祝福嗎我配得到這些祝福嗎？？？？我覺得自己在這兒我覺得自己在這兒我覺得自己在這兒我覺得自己在這兒「「「「享福享福享福享福」」」」而已而已而已而已，，，，我對得起一直在經濟我對得起一直在經濟我對得起一直在經濟我對得起一直在經濟

及禱告各方面支持我的弟兄姊妹嗎及禱告各方面支持我的弟兄姊妹嗎及禱告各方面支持我的弟兄姊妹嗎及禱告各方面支持我的弟兄姊妹嗎？？？？好一段時間好一段時間好一段時間好一段時間，，，，我陷入在這憂鬱的狀態中我陷入在這憂鬱的狀態中我陷入在這憂鬱的狀態中我陷入在這憂鬱的狀態中。。。。 

 

「「「「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只要你說一句話只要你說一句話只要你說一句話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我的僕人就必好了我的僕人就必好了我的僕人就必好了。」。」。」。」(路路路路 7:7) 

像這位百夫長所說的像這位百夫長所說的像這位百夫長所說的像這位百夫長所說的，，，，我們有誰配得去見主我們有誰配得去見主我們有誰配得去見主我們有誰配得去見主，，，，甚至以祂的名服侍祂呢甚至以祂的名服侍祂呢甚至以祂的名服侍祂呢甚至以祂的名服侍祂呢？？？？沒有沒有沒有沒有祂賜下權祂賜下權祂賜下權祂賜下權

柄能力柄能力柄能力柄能力，，，，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以我的名義以我的名義以我的名義以我的名義」」」」有什麼作為做出來嗎有什麼作為做出來嗎有什麼作為做出來嗎有什麼作為做出來嗎？？？？沒有人能靠自己微小的能力和信沒有人能靠自己微小的能力和信沒有人能靠自己微小的能力和信沒有人能靠自己微小的能力和信

心去做上帝國的事心去做上帝國的事心去做上帝國的事心去做上帝國的事，，，，我之所以有這樣的憂鬱我之所以有這樣的憂鬱我之所以有這樣的憂鬱我之所以有這樣的憂鬱，，，，也只因為我一直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渺小也只因為我一直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渺小也只因為我一直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渺小也只因為我一直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渺小，，，，

沒有看到上帝的偉大沒有看到上帝的偉大沒有看到上帝的偉大沒有看到上帝的偉大…求主憐憫幫助求主憐憫幫助求主憐憫幫助求主憐憫幫助！！！！ 

 

轉捩點轉捩點轉捩點轉捩點… 

 
25/2/11 是我來這裏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是我來這裏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是我來這裏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是我來這裏的一個重要轉捩點，，，，當天當天當天當天，，，，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FacebookFacebookFacebookFacebook 上說上說上說上說：「：「：「：「單單是今天單單是今天單單是今天單單是今天

已已已已「「「「值回票價值回票價值回票價值回票價」」」」! 25/2/11, 要記著這日子要記著這日子要記著這日子要記著這日子, 這是耶和華定的日子這是耶和華定的日子這是耶和華定的日子這是耶和華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

喜喜喜喜:)」」」」    

 

當天我剛好跟同工當天我剛好跟同工當天我剛好跟同工當天我剛好跟同工 TJTJTJTJ 到學校到學校到學校到學校, , , , 我們先彼此分享代禱我們先彼此分享代禱我們先彼此分享代禱我們先彼此分享代禱, , , , 在最後我們為著彼此在傳福音上在最後我們為著彼此在傳福音上在最後我們為著彼此在傳福音上在最後我們為著彼此在傳福音上

要有突破要有突破要有突破要有突破, , , , 還有為著當天傳福音和還有為著當天傳福音和還有為著當天傳福音和還有為著當天傳福音和見學生的事情交托見學生的事情交托見學生的事情交托見學生的事情交托, , , , 然後我們掙開眼就見到兩個女生然後我們掙開眼就見到兩個女生然後我們掙開眼就見到兩個女生然後我們掙開眼就見到兩個女生

在我們面前在我們面前在我們面前在我們面前, , , , 我們就邀請她們坐下一起聊天我們就邀請她們坐下一起聊天我們就邀請她們坐下一起聊天我們就邀請她們坐下一起聊天, , , , 她們都願意她們都願意她們都願意她們都願意, , , , 雖然她們對基督教沒有認識雖然她們對基督教沒有認識雖然她們對基督教沒有認識雖然她們對基督教沒有認識, , , , 

卻是非常願意去聽整個福音卻是非常願意去聽整個福音卻是非常願意去聽整個福音卻是非常願意去聽整個福音, , , , 也很有興趣繼續去認識也很有興趣繼續去認識也很有興趣繼續去認識也很有興趣繼續去認識! ! ! ! 這對我來講已是一個這對我來講已是一個這對我來講已是一個這對我來講已是一個「「「「神蹟神蹟神蹟神蹟」」」」, , , , 但但但但

更神蹟的事在後頭更神蹟的事在後頭更神蹟的事在後頭更神蹟的事在後頭: TJ: TJ: TJ: TJ 約了一位初信的姊妹約了一位初信的姊妹約了一位初信的姊妹約了一位初信的姊妹, , , , 她帶了另一位好朋友她帶了另一位好朋友她帶了另一位好朋友她帶了另一位好朋友 ZD 過來過來過來過來, , , , 她有家人是她有家人是她有家人是她有家人是

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 , , , 也非常願意也非常願意也非常願意也非常願意「「「「正式正式正式正式」」」」成為基督徒成為基督徒成為基督徒成為基督徒, , , , 便帶了她作決志禱告便帶了她作決志禱告便帶了她作決志禱告便帶了她作決志禱告; ; ; ; 禱告後禱告後禱告後禱告後, , , , 一位坐在我們一位坐在我們一位坐在我們一位坐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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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的女生旁邊的女生旁邊的女生旁邊的女生 MY, , , , 她一直看著我們她一直看著我們她一直看著我們她一直看著我們, , , , 然後她主動走過來然後她主動走過來然後她主動走過來然後她主動走過來, , , , 邀請我們跟她分享福音邀請我們跟她分享福音邀請我們跟她分享福音邀請我們跟她分享福音, , , , 她表示她表示她表示她表示

她一直很需要這樣的分享她一直很需要這樣的分享她一直很需要這樣的分享她一直很需要這樣的分享, , , , 然然然然後她也很願意作決志禱告後她也很願意作決志禱告後她也很願意作決志禱告後她也很願意作決志禱告! ! ! ! 後來後來後來後來, , , , 我們邀請這兩位剛信主的我們邀請這兩位剛信主的我們邀請這兩位剛信主的我們邀請這兩位剛信主的

女生開聲作感恩禱告女生開聲作感恩禱告女生開聲作感恩禱告女生開聲作感恩禱告, , , , 她們都很願意她們都很願意她們都很願意她們都很願意, , , , 一個說盼望自己的生命可以感染其他人接受這信一個說盼望自己的生命可以感染其他人接受這信一個說盼望自己的生命可以感染其他人接受這信一個說盼望自己的生命可以感染其他人接受這信

仰仰仰仰, , , , 一個說當天犯了一些罪一個說當天犯了一些罪一個說當天犯了一些罪一個說當天犯了一些罪, , , , 求主寬恕求主寬恕求主寬恕求主寬恕…………我聽著聽著我聽著聽著我聽著聽著我聽著聽著, , , , 我就不停的我就不停的我就不停的我就不停的「「「「oooo」」」」嘴嘴嘴嘴, , , , 天父垂聽禱告天父垂聽禱告天父垂聽禱告天父垂聽禱告, , , , 

可以如此的超乎我們所想所求可以如此的超乎我們所想所求可以如此的超乎我們所想所求可以如此的超乎我們所想所求........我已無話可說我已無話可說我已無話可說我已無話可說, , , , 因我怎麼開口都形容不到上帝是何等奇因我怎麼開口都形容不到上帝是何等奇因我怎麼開口都形容不到上帝是何等奇因我怎麼開口都形容不到上帝是何等奇

妙妙妙妙…………    

    

實踐實踐實踐實踐「「「「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禁食禱告計畫禁食禱告計畫禁食禱告計畫禁食禱告計畫    

    
9/3/20119/3/20119/3/20119/3/2011 是教會節期是教會節期是教會節期是教會節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的開始的開始的開始的開始, , , , 也就是我開始禁食禱告的日子也就是我開始禁食禱告的日子也就是我開始禁食禱告的日子也就是我開始禁食禱告的日子, TJ, TJ, TJ, TJ 很有興趣跟很有興趣跟很有興趣跟很有興趣跟

我一起在這段時間禁食禱告我一起在這段時間禁食禱告我一起在這段時間禁食禱告我一起在這段時間禁食禱告, , , , 我盼望能更經歷我盼望能更經歷我盼望能更經歷我盼望能更經歷「「「「神蹟神蹟神蹟神蹟」」」」…………今天剛好是第一天今天剛好是第一天今天剛好是第一天今天剛好是第一天, , , , 我已我已我已我已哭得成哭得成哭得成哭得成

了了了了「「「「淚人淚人淚人淚人」」」」…………做了做了做了做了「「「「淚人淚人淚人淚人」」」」真真真真「「「「累人累人累人累人」」」」…………加上怕捱餓加上怕捱餓加上怕捱餓加上怕捱餓…………怕餓了沒體力去處理一天的工作怕餓了沒體力去處理一天的工作怕餓了沒體力去處理一天的工作怕餓了沒體力去處理一天的工作........

等等等等, , , , 這都是我害怕的地方這都是我害怕的地方這都是我害怕的地方這都是我害怕的地方, , , , 所以我才用差不多兩個月的心理準備所以我才用差不多兩個月的心理準備所以我才用差不多兩個月的心理準備所以我才用差不多兩個月的心理準備, , , , 去操練這艱難的禱告生去操練這艱難的禱告生去操練這艱難的禱告生去操練這艱難的禱告生

活活活活。。。。我需要大家為我紀念我需要大家為我紀念我需要大家為我紀念我需要大家為我紀念, , , , 要勝過試探要勝過試探要勝過試探要勝過試探, , , , 為我自己為我自己為我自己為我自己、、、、為男朋友為男朋友為男朋友為男朋友、、、、為婚姻為婚姻為婚姻為婚姻、、、、為未信主的家人為未信主的家人為未信主的家人為未信主的家人、、、、

為我們團隊所經歷的困難為我們團隊所經歷的困難為我們團隊所經歷的困難為我們團隊所經歷的困難…………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我等候看見神的大能在我身上發生我等候看見神的大能在我身上發生我等候看見神的大能在我身上發生我等候看見神的大能在我身上發生！！！！    

 

我的小組成員我的小組成員我的小組成員我的小組成員 

 
這半年來這半年來這半年來這半年來，，，，我主要在造就三位大學三年級的姊妹我主要在造就三位大學三年級的姊妹我主要在造就三位大學三年級的姊妹我主要在造就三位大學三年級的姊妹：：：：YY、、、、CM 和和和和 YL。。。。YY 是一位非常是一位非常是一位非常是一位非常

優秀的女生優秀的女生優秀的女生優秀的女生，，，，要她完成的事要她完成的事要她完成的事要她完成的事，，，，她都會幫你她都會幫你她都會幫你她都會幫你「「「「超額完成超額完成超額完成超額完成」，」，」，」，例如要她帶一節我們的門徒小組例如要她帶一節我們的門徒小組例如要她帶一節我們的門徒小組例如要她帶一節我們的門徒小組，，，，

她會準備得相當充她會準備得相當充她會準備得相當充她會準備得相當充足足足足，，，，講得很有條理講得很有條理講得很有條理講得很有條理、、、、在小型佈道會中講見證也講得很感動在小型佈道會中講見證也講得很感動在小型佈道會中講見證也講得很感動在小型佈道會中講見證也講得很感動，，，，但因著她但因著她但因著她但因著她

的不敢冒險讓人看自己的不足的不敢冒險讓人看自己的不足的不敢冒險讓人看自己的不足的不敢冒險讓人看自己的不足，，，，她未能鼓起勇氣去造就其他比她小的學生或傳福音她未能鼓起勇氣去造就其他比她小的學生或傳福音她未能鼓起勇氣去造就其他比她小的學生或傳福音她未能鼓起勇氣去造就其他比她小的學生或傳福音，，，，求求求求

主讓她這學期有突破主讓她這學期有突破主讓她這學期有突破主讓她這學期有突破。。。。 

 

CM 為人安靜得我自己也不敢相信為人安靜得我自己也不敢相信為人安靜得我自己也不敢相信為人安靜得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問一句答一句問一句答一句問一句答一句問一句答一句，，，，還常常聽不見還常常聽不見還常常聽不見還常常聽不見。。。。上學期我本身不上學期我本身不上學期我本身不上學期我本身不

太敢問她可不可以帶一節我們的小組太敢問她可不可以帶一節我們的小組太敢問她可不可以帶一節我們的小組太敢問她可不可以帶一節我們的小組，，，，但因為其他兩個成員都帶了但因為其他兩個成員都帶了但因為其他兩個成員都帶了但因為其他兩個成員都帶了，，，，我只是盡本份問一我只是盡本份問一我只是盡本份問一我只是盡本份問一

下下下下，，，，沒想過她答應了沒想過她答應了沒想過她答應了沒想過她答應了，，，，還準備非常充份還準備非常充份還準備非常充份還準備非常充份，，，，亦鼓勵一位她本身不認識的姊妹回答問題亦鼓勵一位她本身不認識的姊妹回答問題亦鼓勵一位她本身不認識的姊妹回答問題亦鼓勵一位她本身不認識的姊妹回答問題。。。。這這這這

學期我們小組第一次開始學期我們小組第一次開始學期我們小組第一次開始學期我們小組第一次開始，，，，她再次有突破她再次有突破她再次有突破她再次有突破，，，，她分享了一些她分享了一些她分享了一些她分享了一些關於她跟家人的事和她在小時關於她跟家人的事和她在小時關於她跟家人的事和她在小時關於她跟家人的事和她在小時

候的一些經歷候的一些經歷候的一些經歷候的一些經歷，，，，我覺得她在我們面前表現越來越自如我覺得她在我們面前表現越來越自如我覺得她在我們面前表現越來越自如我覺得她在我們面前表現越來越自如，，，，她在尋求在自己教會當小朋友主她在尋求在自己教會當小朋友主她在尋求在自己教會當小朋友主她在尋求在自己教會當小朋友主

日學的導師日學的導師日學的導師日學的導師，，，，盼主帶領她盼主帶領她盼主帶領她盼主帶領她，，，，讓她找到合適她去承擔的一些事奉讓她找到合適她去承擔的一些事奉讓她找到合適她去承擔的一些事奉讓她找到合適她去承擔的一些事奉。。。。 

 

YL 跟我性格最像跟我性格最像跟我性格最像跟我性格最像，，，，活潑開朗活潑開朗活潑開朗活潑開朗，，，，很容易跟她聊得來很容易跟她聊得來很容易跟她聊得來很容易跟她聊得來，，，，四處都有她認識的朋友四處都有她認識的朋友四處都有她認識的朋友四處都有她認識的朋友，，，，或男或或男或或男或或男或

女女女女，，，，她也很願意主動去服侍她也很願意主動去服侍她也很願意主動去服侍她也很願意主動去服侍，，，，對上帝的信心也大對上帝的信心也大對上帝的信心也大對上帝的信心也大，，，，也很委身也很委身也很委身也很委身，，，，不過她的軟弱點也跟我有不過她的軟弱點也跟我有不過她的軟弱點也跟我有不過她的軟弱點也跟我有

點像點像點像點像：：：：容易情緒出現變化容易情緒出現變化容易情緒出現變化容易情緒出現變化，，，，信仰之建立比較容易以感性主導信仰之建立比較容易以感性主導信仰之建立比較容易以感性主導信仰之建立比較容易以感性主導，，，，求主幫助她的生命成長能求主幫助她的生命成長能求主幫助她的生命成長能求主幫助她的生命成長能

平衡理性平衡理性平衡理性平衡理性、、、、感性感性感性感性、、、、對上帝的信心和神話語的裝備等方面對上帝的信心和神話語的裝備等方面對上帝的信心和神話語的裝備等方面對上帝的信心和神話語的裝備等方面，，，，使她成為健康成長使她成為健康成長使她成為健康成長使她成為健康成長、、、、結果子的結果子的結果子的結果子的

工人工人工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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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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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93 96 136 --- 103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88 --- 6 ---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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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8 21 --- 20 

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 3 3 1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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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 9 --- 9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3 7 5 8 --- 6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3 6 4 3 --- 4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6 4 4 3 --- 4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9 --- --- --- --- 9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8 3 --- --- 6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0 55 38 47 47 47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3 10 5 4 --- 8 

 



9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四四四四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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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23/4 30/4 7/5 14/5 21/5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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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復活節休團復活節休團復活節休團復活節休團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 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 BBQ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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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復活節休團復活節休團復活節休團復活節休團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 成長成長成長成長(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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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復活節休團復活節休團復活節休團復活節休團 十架七言十架七言十架七言十架七言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我最愛的我最愛的我最愛的我最愛的 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以諾以諾以諾以諾 每月聚會二次每月聚會二次每月聚會二次每月聚會二次 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街頭佈道 --- --- 阿摩司書阿摩司書阿摩司書阿摩司書

研經研經研經研經(三三三三) 
---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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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五五五五) 

教會旅行教會旅行教會旅行教會旅行

(24/4 日日日日) 

 

---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13/5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0/5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2/5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4 20/4 27/4 4/5 11/5 18/5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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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膳食藥膳食藥膳食藥膳食

譜譜譜譜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 郁郁貢郁郁貢郁郁貢郁郁貢 

家事百寶家事百寶家事百寶家事百寶

箱箱箱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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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4 24/4 1/5 8/5 15/5 22/5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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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 

休課休課休課休課 

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 

休課休課休課休課 

母親節母親節母親節母親節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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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 

休課休課休課休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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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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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差傳個人差傳個人差傳個人差傳

心志心志心志心志/差傳差傳差傳差傳

雙週雙週雙週雙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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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福學生福學生福學生福

音營音營音營音營

(27-29/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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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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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24/4 1/5 8/5 15/5 22/5 29/5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    

    

((((紫紫紫紫))))    

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    

((((白白白白))))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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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楊竇蓮楊竇蓮楊竇蓮楊竇蓮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吳庭亮教師吳庭亮教師吳庭亮教師吳庭亮教師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陳堅麗牧師陳堅麗牧師陳堅麗牧師陳堅麗牧師    馬馬馬馬漢欽牧師漢欽牧師漢欽牧師漢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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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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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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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賽賽賽賽 50:4-9 上上上上 

腓腓腓腓 2 : 5-11 

太太太太 21:1-11 

徒徒徒徒 10:34-43 

西西西西 3 : 1-4 

約約約約 20:1-18 

徒徒徒徒 2:14 上上上上, 

22 – 32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1: 3-9 

約約約約 20: 19-31 

徒徒徒徒 2:14 上上上上, 

36 – 41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1: 17-23 

路路路路 24:13-35 

徒徒徒徒 2: 42-47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2: 19-25 

約約約約 10: 1-10 

徒徒徒徒 7: 55-60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2: 2-10 

約約約約 14: 1-14 

徒徒徒徒 17:22-31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3:13-22 

約約約約 14: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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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 

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 

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    ------------    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    ------------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    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梁依廷梁依廷梁依廷梁依廷((((聖聖聖聖))))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新新新新))))    

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聖聖聖聖))))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新新新新))))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聖聖聖聖))))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新新新新))))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聖聖聖聖))))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新新新新))))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聖聖聖聖))))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新新新新))))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聖聖聖聖))))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新新新新))))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聖聖聖聖))))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新新新新))))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144, 44,144, 44,144, 44,144, 44,    

更像我恩主更像我恩主更像我恩主更像我恩主,,,,    

143143143143    

174, 214,174, 214,174, 214,174, 214,    

365, 365, 365, 365,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72, 161272, 161272, 161272, 16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6,26,26,26,    

169,169,169,16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54,22654,22654,22654,226    

37, 34837, 34837, 34837, 34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53,53,53,53,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頌頌頌新新新新 67,36267,36267,36267,362    

212, 501,212, 501,212, 501,212, 50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8,118,118,118,    

29429429429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399,6,399,6,399,6,39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0,80,80,80,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0, 50860, 50860, 50860, 508    

207,207,207,207,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56,56,56,5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40,40,40,40,    

271271271271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佳佳佳佳 128128128128 佳佳佳佳 92929292    

佳佳佳佳 93939393    
------------    

佳佳佳佳 128 佳佳佳佳 28 

佳佳佳佳 10  
------------    

佳佳佳佳 92 92 92 92 佳佳佳佳 62626262    

佳佳佳佳 107107107107    
------------    

佳佳佳佳 48 48 48 48 佳佳佳佳 50505050    

佳佳佳佳 107107107107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梁梁梁梁    笑笑笑笑    琼琼琼琼    廖廖廖廖    淑淑淑淑    卿卿卿卿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    楊楊楊楊寶寶寶寶蓮蓮蓮蓮    ------------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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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張振張振張振張振雄雄雄雄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李李李李    志志志志    雄雄雄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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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單單單    志志志志    榮榮榮榮    

 

註註註註：：：：    ((((聖聖聖聖))))表示聖經擺放處表示聖經擺放處表示聖經擺放處表示聖經擺放處。。。。        ((((新新新新))))表示接待新朋友表示接待新朋友表示接待新朋友表示接待新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