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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積極積極積極」」」」等等等等候候候候的女人的女人的女人的女人                黃詠琪姊妹黃詠琪姊妹黃詠琪姊妹黃詠琪姊妹 

(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 
 

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 數個月前得知有機會在月刊中分享數個月前得知有機會在月刊中分享數個月前得知有機會在月刊中分享數個月前得知有機會在月刊中分享，，，，心情既緊張又興奮心情既緊張又興奮心情既緊張又興奮心情既緊張又興奮。。。。此事一直放此事一直放此事一直放此事一直放

在心上在心上在心上在心上，，，，但遲遲沒有動工但遲遲沒有動工但遲遲沒有動工但遲遲沒有動工。。。。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每次當我認真每次當我認真每次當我認真每次當我認真、、、、謙卑地默想著祂與我的連繫謙卑地默想著祂與我的連繫謙卑地默想著祂與我的連繫謙卑地默想著祂與我的連繫，，，，

邀請祂進我內心邀請祂進我內心邀請祂進我內心邀請祂進我內心，，，，祂總會有或多或少的說話祂總會有或多或少的說話祂總會有或多或少的說話祂總會有或多或少的說話，，，，讓我經歷祂果然是個讓我經歷祂果然是個讓我經歷祂果然是個讓我經歷祂果然是個「「「「凡祈求的凡祈求的凡祈求的凡祈求的，，，，

就得著就得著就得著就得著；；；；尋找的尋找的尋找的尋找的，，，，就尋見就尋見就尋見就尋見；；；；叩門的叩門的叩門的叩門的，，，，就給他開門就給他開門就給他開門就給他開門。」（。」（。」（。」（太太太太 7777：：：：8888））））的主的主的主的主。。。。然而自己認然而自己認然而自己認然而自己認

真尋求的時間不多真尋求的時間不多真尋求的時間不多真尋求的時間不多，，，，反被世界的思慮纏繞著反被世界的思慮纏繞著反被世界的思慮纏繞著反被世界的思慮纏繞著，，，，求主憐憫求主憐憫求主憐憫求主憐憫！！！！  

 
最近數個月被肩周炎弄得很痛楚最近數個月被肩周炎弄得很痛楚最近數個月被肩周炎弄得很痛楚最近數個月被肩周炎弄得很痛楚，，，，心情也不好心情也不好心情也不好心情也不好，，，，主卻藉一個聖經故事勉勵我主卻藉一個聖經故事勉勵我主卻藉一個聖經故事勉勵我主卻藉一個聖經故事勉勵我。。。。

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 6 章章章章 25-34 節記載著一個患血漏病的女人節記載著一個患血漏病的女人節記載著一個患血漏病的女人節記載著一個患血漏病的女人，，，，遍訪名醫遍訪名醫遍訪名醫遍訪名醫，，，，吃過不同的藥吃過不同的藥吃過不同的藥吃過不同的藥，，，，但但但但

到頭來到頭來到頭來到頭來，，，，病情有增無減病情有增無減病情有增無減病情有增無減。。。。她曾風聞主所行的奇事異能她曾風聞主所行的奇事異能她曾風聞主所行的奇事異能她曾風聞主所行的奇事異能，，，，於是當於是當於是當於是當聽到耶穌在附近的聽到耶穌在附近的聽到耶穌在附近的聽到耶穌在附近的

消息消息消息消息，，，，便便便便鑽進一層層擁擠主的群眾內鑽進一層層擁擠主的群眾內鑽進一層層擁擠主的群眾內鑽進一層層擁擠主的群眾內，，，，務要擠近主身邊務要擠近主身邊務要擠近主身邊務要擠近主身邊，，，，因她深信只要能觸摸主因她深信只要能觸摸主因她深信只要能觸摸主因她深信只要能觸摸主

的衣裳的衣裳的衣裳的衣裳，，，，她的病便得痊癒她的病便得痊癒她的病便得痊癒她的病便得痊癒。。。。這個病這個病這個病這個病纏擾了她不是纏擾了她不是纏擾了她不是纏擾了她不是 1 年年年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年年年年，，，，而是而是而是而是 12 年年年年！！！！ 她她她她

的心情應該很絕望吧的心情應該很絕望吧的心情應該很絕望吧的心情應該很絕望吧！！！！ 但這婦人卻心存盼望地等候但這婦人卻心存盼望地等候但這婦人卻心存盼望地等候但這婦人卻心存盼望地等候，，，，深信自己的病有一天會好過深信自己的病有一天會好過深信自己的病有一天會好過深信自己的病有一天會好過

來來來來。。。。 

 
回想自己初知道患上肩周炎時回想自己初知道患上肩周炎時回想自己初知道患上肩周炎時回想自己初知道患上肩周炎時，，，，醫生告訴我情況很嚴重醫生告訴我情況很嚴重醫生告訴我情況很嚴重醫生告訴我情況很嚴重，，，，而而而而且且且且一直都沒有太大一直都沒有太大一直都沒有太大一直都沒有太大

進展進展進展進展，，，，令我真的很擔心我的手會自此好不來令我真的很擔心我的手會自此好不來令我真的很擔心我的手會自此好不來令我真的很擔心我的手會自此好不來。。。。此時我有一此時我有一此時我有一此時我有一種種種種心態是心態是心態是心態是：「：「：「：「順其自然吧順其自然吧順其自然吧順其自然吧，，，，

可能之後會好一點吧可能之後會好一點吧可能之後會好一點吧可能之後會好一點吧…………」。」。」。」。但看看這個患血漏病的婦人但看看這個患血漏病的婦人但看看這個患血漏病的婦人但看看這個患血漏病的婦人，，，，如果她也抱著順其自然的如果她也抱著順其自然的如果她也抱著順其自然的如果她也抱著順其自然的

心態心態心態心態，，，，她一定不會排除萬難去她一定不會排除萬難去她一定不會排除萬難去她一定不會排除萬難去觸摸主的衣裳觸摸主的衣裳觸摸主的衣裳觸摸主的衣裳，，，，也不會被醫治也不會被醫治也不會被醫治也不會被醫治。。。。我知道我的手很重我知道我的手很重我知道我的手很重我知道我的手很重

要要要要，，，，因此在等候好轉的時候因此在等候好轉的時候因此在等候好轉的時候因此在等候好轉的時候，，，，決不可只決不可只決不可只決不可只「「「「順其自然順其自然順其自然順其自然」，」，」，」，為了獲得治好的良方為了獲得治好的良方為了獲得治好的良方為了獲得治好的良方，，，，無論無論無論無論
多辛苦多辛苦多辛苦多辛苦，，，，我也願意我也願意我也願意我也願意。。。。 

 
手臂患病我願意積極求醫手臂患病我願意積極求醫手臂患病我願意積極求醫手臂患病我願意積極求醫，，，，那麼那麼那麼那麼，，，，換了是信仰生命換了是信仰生命換了是信仰生命換了是信仰生命，，，，病了又如何病了又如何病了又如何病了又如何? 我一方面知我一方面知我一方面知我一方面知

它很重要它很重要它很重要它很重要，，，，另一方面又不理它另一方面又不理它另一方面又不理它另一方面又不理它，，，，讓它讓它讓它讓它「「「「順其自然順其自然順其自然順其自然」。」。」。」。患血漏病的女人專心積極求醫患血漏病的女人專心積極求醫患血漏病的女人專心積極求醫患血漏病的女人專心積極求醫，，，，

等候痊癒等候痊癒等候痊癒等候痊癒，，，，而信仰生命也一樣而信仰生命也一樣而信仰生命也一樣而信仰生命也一樣，，，，病了病了病了病了，，，，就要專心一意向上帝求醫治就要專心一意向上帝求醫治就要專心一意向上帝求醫治就要專心一意向上帝求醫治，，，，主動親近衪主動親近衪主動親近衪主動親近衪，，，，
而不是一味而不是一味而不是一味而不是一味「「「「順其自然順其自然順其自然順其自然」」」」。。。。否則否則否則否則，，，，信仰的病也難以好轉信仰的病也難以好轉信仰的病也難以好轉信仰的病也難以好轉。。。。何況耶穌是我們最大何況耶穌是我們最大何況耶穌是我們最大何況耶穌是我們最大且且且且有有有有

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醫生醫生醫生醫生，，，，只要我們只要我們只要我們只要我們尋找衪尋找衪尋找衪尋找衪，，，，衪應許必衪應許必衪應許必衪應許必給我們尋見給我們尋見給我們尋見給我們尋見。。。。讓我們一起努力讓我們一起努力讓我們一起努力讓我們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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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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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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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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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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7 人人人人。。。。 

2. 本會於本會於本會於本會於 5 月月月月 2 日會員及代表大會中選出陳堅麗牧師為新一屆監督日會員及代表大會中選出陳堅麗牧師為新一屆監督日會員及代表大會中選出陳堅麗牧師為新一屆監督日會員及代表大會中選出陳堅麗牧師為新一屆監督，，，，張振華牧師為張振華牧師為張振華牧師為張振華牧師為

副監督副監督副監督副監督，，，，本堂李志雄弟兄為常務委員會委員本堂李志雄弟兄為常務委員會委員本堂李志雄弟兄為常務委員會委員本堂李志雄弟兄為常務委員會委員。。。。 

3. 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 6 月月月月 12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3:30 假粉嶺心誠中學舉行按牧典禮假粉嶺心誠中學舉行按牧典禮假粉嶺心誠中學舉行按牧典禮假粉嶺心誠中學舉行按牧典禮。。。。本堂方克信教師為本堂方克信教師為本堂方克信教師為本堂方克信教師為

被按立教牧之一被按立教牧之一被按立教牧之一被按立教牧之一，，，，另外另外另外另外還有劉興俊教師還有劉興俊教師還有劉興俊教師還有劉興俊教師 (主恩堂主恩堂主恩堂主恩堂)、、、、陸振耀教師陸振耀教師陸振耀教師陸振耀教師 (天恩堂天恩堂天恩堂天恩堂)、、、、張鎮英張鎮英張鎮英張鎮英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平安堂平安堂平安堂平安堂)、、、、林玉嬋教師林玉嬋教師林玉嬋教師林玉嬋教師(活靈堂活靈堂活靈堂活靈堂)、、、、吳玉芬教師吳玉芬教師吳玉芬教師吳玉芬教師(永生堂永生堂永生堂永生堂)，，，，共六間堂會共六間堂會共六間堂會共六間堂會之同工之同工之同工之同工。。。。 

4. 本堂為禾信家長開辦之本堂為禾信家長開辦之本堂為禾信家長開辦之本堂為禾信家長開辦之「「「「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4 月月月月 18 日開始第一次聚會日開始第一次聚會日開始第一次聚會日開始第一次聚會，，，，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25 位家長出席位家長出席位家長出席位家長出席，，，，大家非常投入大家非常投入大家非常投入大家非常投入，，，，是一個好的開始是一個好的開始是一個好的開始是一個好的開始，，，，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下次聚會為下次聚會為下次聚會為下次聚會為 5 月月月月 20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1:30。。。。 

5. 本堂廿五周年崇拜暨銀禧愛宴相片已本堂廿五周年崇拜暨銀禧愛宴相片已本堂廿五周年崇拜暨銀禧愛宴相片已本堂廿五周年崇拜暨銀禧愛宴相片已整理好整理好整理好整理好，，，，下星期可在敎會網頁內瀏覽下星期可在敎會網頁內瀏覽下星期可在敎會網頁內瀏覽下星期可在敎會網頁內瀏覽。。。。 

6. 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 5 月月月月 10 日舉行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日舉行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日舉行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日舉行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地點為教會地點為教會地點為教會地點為教會，，，，時間為上午時間為上午時間為上午時間為上午 10:00

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 2:00 (連午膳連午膳連午膳連午膳)，，，，內容有黙想內容有黙想內容有黙想內容有黙想、、、、反省反省反省反省、、、、交流及代禱交流及代禱交流及代禱交流及代禱。。。。 

7. 禾信福音營將於禾信福音營將於禾信福音營將於禾信福音營將於 6 月月月月 27 至至至至 29 日假宣道園舉行日假宣道園舉行日假宣道園舉行日假宣道園舉行，，，，需八位導師作帶組服事需八位導師作帶組服事需八位導師作帶組服事需八位導師作帶組服事，，，，肢體有肢體有肢體有肢體有

心志請向教牧查詢心志請向教牧查詢心志請向教牧查詢心志請向教牧查詢。。。。 

8. 本會青少本會青少本會青少本會青少年部謹訂於七年部謹訂於七年部謹訂於七年部謹訂於七、、、、八月舉辦八月舉辦八月舉辦八月舉辦「「「「2011 青少年歌唱比賽青少年歌唱比賽青少年歌唱比賽青少年歌唱比賽」，」，」，」，適合本會適合本會適合本會適合本會 12 - 30 歲歲歲歲，，，，

經教牧推薦的青少年參加經教牧推薦的青少年參加經教牧推薦的青少年參加經教牧推薦的青少年參加。。。。報名費報名費報名費報名費：：：：個人個人個人個人$20、、、、組合組合組合組合$50。。。。詳情請向教牧查詢詳情請向教牧查詢詳情請向教牧查詢詳情請向教牧查詢。。。。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李貴彬伯伯李貴彬伯伯李貴彬伯伯李貴彬伯伯 (李慈英父親李慈英父親李慈英父親李慈英父親) 於於於於 4 月月月月 12 日早上主懷安息日早上主懷安息日早上主懷安息日早上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 5 月月月月 6 日晚日晚日晚日晚

上舉行上舉行上舉行上舉行，，，，遺體亦已於遺體亦已於遺體亦已於遺體亦已於 5 月月月月 7 日於哥連臣角火葬日於哥連臣角火葬日於哥連臣角火葬日於哥連臣角火葬，，，，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 

2. 張少芳姊妹之外婆於張少芳姊妹之外婆於張少芳姊妹之外婆於張少芳姊妹之外婆於 4 月月月月 13 日早上逝世日早上逝世日早上逝世日早上逝世，，，，喪禮亦於喪禮亦於喪禮亦於喪禮亦於 4 月月月月 27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並安並安並安並安葬於長葬於長葬於長葬於長

洲洲洲洲，，，，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 

3. 朱花平姊妹之丈夫陳繼興先生之朱花平姊妹之丈夫陳繼興先生之朱花平姊妹之丈夫陳繼興先生之朱花平姊妹之丈夫陳繼興先生之撒撒撒撒灰禮已於灰禮已於灰禮已於灰禮已於 5 月月月月 7 日假哥連臣角舉行日假哥連臣角舉行日假哥連臣角舉行日假哥連臣角舉行。。。。 

4. 畢森伯伯肝臟開始衰竭畢森伯伯肝臟開始衰竭畢森伯伯肝臟開始衰竭畢森伯伯肝臟開始衰竭，，，，其女兒畢少珊仍在大埔醫院留醫其女兒畢少珊仍在大埔醫院留醫其女兒畢少珊仍在大埔醫院留醫其女兒畢少珊仍在大埔醫院留醫，，，，求上求上求上求上帝賜兒子志偉及帝賜兒子志偉及帝賜兒子志偉及帝賜兒子志偉及

女兒少娟智慧女兒少娟智慧女兒少娟智慧女兒少娟智慧、、、、能力及健康能力及健康能力及健康能力及健康，，，，處理家中大小事務處理家中大小事務處理家中大小事務處理家中大小事務。。。。 

5. 吳蝶婆婆已出院吳蝶婆婆已出院吳蝶婆婆已出院吳蝶婆婆已出院，，，，並在家休息並在家休息並在家休息並在家休息，，，，稍後需做物理治療稍後需做物理治療稍後需做物理治療稍後需做物理治療。。。。 

6. 約翰團契團友譚淑婷姊妹發現肺部及腹部有約翰團契團友譚淑婷姊妹發現肺部及腹部有約翰團契團友譚淑婷姊妹發現肺部及腹部有約翰團契團友譚淑婷姊妹發現肺部及腹部有 1-2 厘米陰影厘米陰影厘米陰影厘米陰影，，，，現現現現待待待待進一步檢查進一步檢查進一步檢查進一步檢查。。。。請請請請

為為為為譚淑婷及其家人代禱譚淑婷及其家人代禱譚淑婷及其家人代禱譚淑婷及其家人代禱。。。。 

7. 李紹強弟兄早前跌倒李紹強弟兄早前跌倒李紹強弟兄早前跌倒李紹強弟兄早前跌倒，，，，下下下下顎骨爆裂顎骨爆裂顎骨爆裂顎骨爆裂，，，，需縫針需縫針需縫針需縫針，，，，現在家休息現在家休息現在家休息現在家休息，，，，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8. 趙仕傑弟兄之母親王細琼婆婆趙仕傑弟兄之母親王細琼婆婆趙仕傑弟兄之母親王細琼婆婆趙仕傑弟兄之母親王細琼婆婆，，，，因病入住聯合醫院因病入住聯合醫院因病入住聯合醫院因病入住聯合醫院，，，，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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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新一屆監督陳堅麗牧師新一屆監督陳堅麗牧師新一屆監督陳堅麗牧師新一屆監督陳堅麗牧師、、、、副監督副監督副監督副監督張振華牧師代禱張振華牧師代禱張振華牧師代禱張振華牧師代禱，，，，求上帝賜智慧求上帝賜智慧求上帝賜智慧求上帝賜智慧、、、、能力能力能力能力，，，，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信義會的發展信義會的發展信義會的發展信義會的發展。。。。 

2. 為為為為世界各地可能因世界各地可能因世界各地可能因世界各地可能因阿蓋達阿蓋達阿蓋達阿蓋達領袖被擊斃後面臨的恐怖襲擊代領袖被擊斃後面臨的恐怖襲擊代領袖被擊斃後面臨的恐怖襲擊代領袖被擊斃後面臨的恐怖襲擊代禱禱禱禱，，，，求上帝賜下和平求上帝賜下和平求上帝賜下和平求上帝賜下和平。。。。 

3.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的學生及家長福的學生及家長福的學生及家長福的學生及家長福音工作發展代禱音工作發展代禱音工作發展代禱音工作發展代禱。。。。 

4. 為為為為本堂多位肢體及其家人身體健康禱告本堂多位肢體及其家人身體健康禱告本堂多位肢體及其家人身體健康禱告本堂多位肢體及其家人身體健康禱告：：：：畢森畢森畢森畢森、、、、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畢少珊畢少珊畢少珊畢少珊、、、、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周新周新周新周新 

喜喜喜喜、、、、吳蝶吳蝶吳蝶吳蝶、、、、曾蓮珠曾蓮珠曾蓮珠曾蓮珠、、、、王細琼王細琼王細琼王細琼等等等等。。。。 

 
 

    2011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2011 年年年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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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

月月月月 

10(二二二二)     事奉人員退修事奉人員退修事奉人員退修事奉人員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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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信徒信徒信徒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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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

月月月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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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五五五五)     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5(日日日日)     禮儀小組會議禮儀小組會議禮儀小組會議禮儀小組會議    禮儀小組成員禮儀小組成員禮儀小組成員禮儀小組成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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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牧師本會牧師本會牧師本會牧師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10(五五五五)     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11(六六六六)     差傳工作坊差傳工作坊差傳工作坊差傳工作坊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12(日日日日)     按牧典禮按牧典禮按牧典禮按牧典禮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其他堂會其他堂會其他堂會其他堂會 牧師團牧師團牧師團牧師團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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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17(五五五五)     校董培訓日校董培訓日校董培訓日校董培訓日    學校校董學校校董學校校董學校校董 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 

24(五五五五)     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崇拜事奉人員訓練班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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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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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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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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2/6 *潘曉嵐潘曉嵐潘曉嵐潘曉嵐 3/6 4/6 

5/6 6/6 7/6 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 8/6 9/6 10/6 11/6 

12/6 13/6 *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 14/6 15/6 16/6 呂惠莉呂惠莉呂惠莉呂惠莉 17/6 18/6 陳巧銀陳巧銀陳巧銀陳巧銀 

19/6 溫秉堯溫秉堯溫秉堯溫秉堯 20/6 21/6 22/6 23/6 24/6 25/6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26/6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27/6 28/6 29/6 30/6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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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母親念母親念母親念母親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母親節離開我已有八年了母親節離開我已有八年了母親節離開我已有八年了母親節離開我已有八年了，，，，但掛念她的情懷卻沒有減退但掛念她的情懷卻沒有減退但掛念她的情懷卻沒有減退但掛念她的情懷卻沒有減退！！！！ 

 
 近廿八年的類風濕關節炎近廿八年的類風濕關節炎近廿八年的類風濕關節炎近廿八年的類風濕關節炎，，，，令一健壯令一健壯令一健壯令一健壯、、、、滿有活力與笑容光采的人滿有活力與笑容光采的人滿有活力與笑容光采的人滿有活力與笑容光采的人，，，，被摧殘被摧殘被摧殘被摧殘

至身心萎靡衰弱至身心萎靡衰弱至身心萎靡衰弱至身心萎靡衰弱，，，，手腳與身體手腳與身體手腳與身體手腳與身體扭曲扭曲扭曲扭曲；；；；然而母親的意志與生命力很強頑然而母親的意志與生命力很強頑然而母親的意志與生命力很強頑然而母親的意志與生命力很強頑，，，，在百在百在百在百

般苦痛中仍掙扎求全般苦痛中仍掙扎求全般苦痛中仍掙扎求全般苦痛中仍掙扎求全，，，，並在病卧在床的日子裏以禱告渡過每一天並在病卧在床的日子裏以禱告渡過每一天並在病卧在床的日子裏以禱告渡過每一天並在病卧在床的日子裏以禱告渡過每一天。。。。 

 
 每次探望母親每次探望母親每次探望母親每次探望母親，，，，她都告訴我她有為每一個子女她都告訴我她有為每一個子女她都告訴我她有為每一個子女她都告訴我她有為每一個子女禱告禱告禱告禱告(我有九兄弟姊妹我有九兄弟姊妹我有九兄弟姊妹我有九兄弟姊妹)。。。。特特特特

別在主日別在主日別在主日別在主日，，，，她會為我和二哥她會為我和二哥她會為我和二哥她會為我和二哥(吳君才牧師吳君才牧師吳君才牧師吳君才牧師)在教會的服事代禱在教會的服事代禱在教會的服事代禱在教會的服事代禱。。。。 

 
 今天母親雖不在世上今天母親雖不在世上今天母親雖不在世上今天母親雖不在世上，，，，但我知道她在天父懷中但我知道她在天父懷中但我知道她在天父懷中但我知道她在天父懷中，，，，仍然以禱告托住我們仍然以禱告托住我們仍然以禱告托住我們仍然以禱告托住我們，，，，特特特特

別也為那些還未相信主的家人代禱別也為那些還未相信主的家人代禱別也為那些還未相信主的家人代禱別也為那些還未相信主的家人代禱；；；；而我而我而我而我，，，，也秉承和學習母親的榜樣也秉承和學習母親的榜樣也秉承和學習母親的榜樣也秉承和學習母親的榜樣，，，，每天每天每天每天

為子女為子女為子女為子女、、、、為未信主的兄弟姊妹為未信主的兄弟姊妹為未信主的兄弟姊妹為未信主的兄弟姊妹、、、、為教會為教會為教會為教會、、、、為一切有需要的人和事為一切有需要的人和事為一切有需要的人和事為一切有需要的人和事，，，，一一呈獻一一呈獻一一呈獻一一呈獻

在主的恩座前在主的恩座前在主的恩座前在主的恩座前。。。。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多謝您多謝您多謝您多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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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四月十六日的街頭佈道中四月十六日的街頭佈道中四月十六日的街頭佈道中四月十六日的街頭佈道中，，，，有二十三位肢體及團友參加有二十三位肢體及團友參加有二十三位肢體及團友參加有二十三位肢體及團友參加，，，，

求主的靈繼續激勵每個信徒的生命求主的靈繼續激勵每個信徒的生命求主的靈繼續激勵每個信徒的生命求主的靈繼續激勵每個信徒的生命，，，，更樂意與人分享福音更樂意與人分享福音更樂意與人分享福音更樂意與人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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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即將出發的暑期短宣隊員祈禱為即將出發的暑期短宣隊員祈禱為即將出發的暑期短宣隊員祈禱為即將出發的暑期短宣隊員祈禱，，，，他們已開進行集訓及預備教學課程他們已開進行集訓及預備教學課程他們已開進行集訓及預備教學課程他們已開進行集訓及預備教學課程。。。。 

 
泰國工場泰國工場泰國工場泰國工場 

1. 為泰國東北部班貝地區的福音工作開展祈禱為泰國東北部班貝地區的福音工作開展祈禱為泰國東北部班貝地區的福音工作開展祈禱為泰國東北部班貝地區的福音工作開展祈禱，，，，願聖經真理勝過一願聖經真理勝過一願聖經真理勝過一願聖經真理勝過一

切謠言切謠言切謠言切謠言，，，，求主挪開所有攔阻求主挪開所有攔阻求主挪開所有攔阻求主挪開所有攔阻。。。。 

2. 為班貝堂籌募建立善終墓園一事代禱為班貝堂籌募建立善終墓園一事代禱為班貝堂籌募建立善終墓園一事代禱為班貝堂籌募建立善終墓園一事代禱。。。。 

 
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柬埔寨工場 

1. 為購為購為購為購入入入入新物業及裝修費用等經費籌募祈禱新物業及裝修費用等經費籌募祈禱新物業及裝修費用等經費籌募祈禱新物業及裝修費用等經費籌募祈禱，，，，現時尚欠約港幣廿五現時尚欠約港幣廿五現時尚欠約港幣廿五現時尚欠約港幣廿五

萬圓萬圓萬圓萬圓。。。。 

2. 求主預備忠心僕人求主預備忠心僕人求主預備忠心僕人求主預備忠心僕人，，，，與與與與 Rithy 同工發展柬埔寨福音工作同工發展柬埔寨福音工作同工發展柬埔寨福音工作同工發展柬埔寨福音工作。。。。 

 
斐濟工場斐濟工場斐濟工場斐濟工場 

1. 請為斐濟當地黃賭業的猖獗及異端傳播等問題禱告請為斐濟當地黃賭業的猖獗及異端傳播等問題禱告請為斐濟當地黃賭業的猖獗及異端傳播等問題禱告請為斐濟當地黃賭業的猖獗及異端傳播等問題禱告，，，，求主的國降求主的國降求主的國降求主的國降

臨這地臨這地臨這地臨這地。。。。 

2. 願基督的愛與福音得以早日在斐濟華人社群中傳開願基督的愛與福音得以早日在斐濟華人社群中傳開願基督的愛與福音得以早日在斐濟華人社群中傳開願基督的愛與福音得以早日在斐濟華人社群中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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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離開工場的時間越近距離離開工場的時間越近距離離開工場的時間越近距離離開工場的時間越近，，，，我的心情越複雜我的心情越複雜我的心情越複雜我的心情越複雜    ────    一方面很想快點回來一方面很想快點回來一方面很想快點回來一方面很想快點回來，，，，因為掛念男因為掛念男因為掛念男因為掛念男

朋友掛得要死朋友掛得要死朋友掛得要死朋友掛得要死（（（（給教會弟兄姊妹給教會弟兄姊妹給教會弟兄姊妹給教會弟兄姊妹，，，，直接點無所謂吧直接點無所謂吧直接點無所謂吧直接點無所謂吧）；）；）；）；另一方面跟這裡的弟兄姊妹關係另一方面跟這裡的弟兄姊妹關係另一方面跟這裡的弟兄姊妹關係另一方面跟這裡的弟兄姊妹關係

建立得越來越深建立得越來越深建立得越來越深建立得越來越深。。。。這裡成了我第二個家這裡成了我第二個家這裡成了我第二個家這裡成了我第二個家，，，，開始想著離別的畫面開始想著離別的畫面開始想著離別的畫面開始想著離別的畫面……………………也想到要抓緊時間也想到要抓緊時間也想到要抓緊時間也想到要抓緊時間，，，，

想一下我還想為他們留下甚麼想一下我還想為他們留下甚麼想一下我還想為他們留下甚麼想一下我還想為他們留下甚麼？？？？詳情在下面色彩繽紛的分享信中再跟大家分享吧詳情在下面色彩繽紛的分享信中再跟大家分享吧詳情在下面色彩繽紛的分享信中再跟大家分享吧詳情在下面色彩繽紛的分享信中再跟大家分享吧！！！！這這這這

期講些輕鬆一點的期講些輕鬆一點的期講些輕鬆一點的期講些輕鬆一點的……………………    

    

潔皿服侍以外的收獲潔皿服侍以外的收獲潔皿服侍以外的收獲潔皿服侍以外的收獲    

    

一一一一‧‧‧‧        瘦了瘦了瘦了瘦了    

最近每當見到弟兄姊妹最近每當見到弟兄姊妹最近每當見到弟兄姊妹最近每當見到弟兄姊妹，，，，都離不開說都離不開說都離不開說都離不開說「「「「你是怎麼瘦起來的你是怎麼瘦起來的你是怎麼瘦起來的你是怎麼瘦起來的？」？」？」？」這個話題這個話題這個話題這個話題…………這確是一這確是一這確是一這確是一

個我其中希望完成的目標個我其中希望完成的目標個我其中希望完成的目標個我其中希望完成的目標。。。。我越來越發覺自己是何等未雨綢繆的一個人哦我越來越發覺自己是何等未雨綢繆的一個人哦我越來越發覺自己是何等未雨綢繆的一個人哦我越來越發覺自己是何等未雨綢繆的一個人哦！！！！（（（（還沒有確還沒有確還沒有確還沒有確

定自己能否嫁得出定自己能否嫁得出定自己能否嫁得出定自己能否嫁得出，，，，就要計劃拍照要好看一些就要計劃拍照要好看一些就要計劃拍照要好看一些就要計劃拍照要好看一些。。。。））））最擔心就是回到香港堅持不了在這邊最擔心就是回到香港堅持不了在這邊最擔心就是回到香港堅持不了在這邊最擔心就是回到香港堅持不了在這邊

的生活習慣的生活習慣的生活習慣的生活習慣((((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六六六六點吃晚餐點吃晚餐點吃晚餐點吃晚餐、、、、九九九九點做運動的習慣點做運動的習慣點做運動的習慣點做運動的習慣))))，，，，因為在香港因為在香港因為在香港因為在香港六六六六點吃飯點吃飯點吃飯點吃飯，，，，除除除除非非非非自己自己自己自己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否則不可能否則不可能否則不可能否則不可能！！！！不過不過不過不過，，，，每當我能穿到自己從前穿不上的衣服每當我能穿到自己從前穿不上的衣服每當我能穿到自己從前穿不上的衣服每當我能穿到自己從前穿不上的衣服，，，，我就覺得我的心血不我就覺得我的心血不我就覺得我的心血不我就覺得我的心血不

能白費哦能白費哦能白費哦能白費哦！！！！    

上星期四我看到一家賣衣服上星期四我看到一家賣衣服上星期四我看到一家賣衣服上星期四我看到一家賣衣服的店子的店子的店子的店子，，，，又便宜又好看又便宜又好看又便宜又好看又便宜又好看，，，，我就很有去買的慾望我就很有去買的慾望我就很有去買的慾望我就很有去買的慾望，，，，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我真的有很多年沒有試過可以想穿什麼就穿什麼了我真的有很多年沒有試過可以想穿什麼就穿什麼了我真的有很多年沒有試過可以想穿什麼就穿什麼了我真的有很多年沒有試過可以想穿什麼就穿什麼了！！！！！！！！然後然後然後然後…………我就跟上帝說我就跟上帝說我就跟上帝說我就跟上帝說：「：「：「：「    我買完我買完我買完我買完

了這一件了這一件了這一件了這一件，，，，我就不會再買我就不會再買我就不會再買我就不會再買，，，，直到復活節直到復活節直到復活節直到復活節，，，，我才可以復活我才可以復活我才可以復活我才可以復活…………」」」」誰知道一星期後我又看到一誰知道一星期後我又看到一誰知道一星期後我又看到一誰知道一星期後我又看到一

家店家店家店家店子子子子，，，，又是賣得又好看又便宜的裙子又是賣得又好看又便宜的裙子又是賣得又好看又便宜的裙子又是賣得又好看又便宜的裙子…………我我我我又買了又買了又買了又買了…………求主憐憫求主憐憫求主憐憫求主憐憫!!!!    

    

二二二二‧‧‧‧        學唱歌學唱歌學唱歌學唱歌    

有看有看有看有看 FACEBOOKFACEBOOKFACEBOOKFACEBOOK 的弟兄姊妹會看過我的一個留言說的弟兄姊妹會看過我的一個留言說的弟兄姊妹會看過我的一個留言說的弟兄姊妹會看過我的一個留言說：：：：「「「「感謝天父感謝天父感謝天父感謝天父，，，，賜我一個天使在賜我一個天使在賜我一個天使在賜我一個天使在

身邊身邊身邊身邊，，，，這是我多年的願望這是我多年的願望這是我多年的願望這是我多年的願望！！！！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祢的旨意比我的祢的旨意比我的祢的旨意比我的祢的旨意比我的慾慾慾慾望重要望重要望重要望重要。。。。若這是祢的意思若這是祢的意思若這是祢的意思若這是祢的意思，，，，是祢喜悅是祢喜悅是祢喜悅是祢喜悅

的話的話的話的話，，，，求祢賜我悟性求祢賜我悟性求祢賜我悟性求祢賜我悟性，，，，讓我在這短短三個月內花時間學習讓我在這短短三個月內花時間學習讓我在這短短三個月內花時間學習讓我在這短短三個月內花時間學習，，，，領悟出正確的用聲方法領悟出正確的用聲方法領悟出正確的用聲方法領悟出正確的用聲方法，，，，好好好好

讓我能發揮出祢原本創造我要榮耀祢的那模樣讓我能發揮出祢原本創造我要榮耀祢的那模樣讓我能發揮出祢原本創造我要榮耀祢的那模樣讓我能發揮出祢原本創造我要榮耀祢的那模樣, AMEN~, AMEN~, AMEN~, AMEN~」」」」 

 

唱歌一直是我畢生最大的興趣和更想發揮唱歌一直是我畢生最大的興趣和更想發揮唱歌一直是我畢生最大的興趣和更想發揮唱歌一直是我畢生最大的興趣和更想發揮得得得得好的的恩賜好的的恩賜好的的恩賜好的的恩賜，，，，但我就一直唱得不穩定但我就一直唱得不穩定但我就一直唱得不穩定但我就一直唱得不穩定，，，，

尤其高音和尾音尤其高音和尾音尤其高音和尾音尤其高音和尾音…………讓我一直讓我一直讓我一直讓我一直「「「「含恨含恨含恨含恨」」」」…………在這邊我認識了一位從音樂學院畢業在這邊我認識了一位從音樂學院畢業在這邊我認識了一位從音樂學院畢業在這邊我認識了一位從音樂學院畢業，，，，現在專門現在專門現在專門現在專門

教人唱歌謀生的弟兄教人唱歌謀生的弟兄教人唱歌謀生的弟兄教人唱歌謀生的弟兄。。。。在講唱歌這話在講唱歌這話在講唱歌這話在講唱歌這話題時題時題時題時，，，，他表示願意免費教我唱歌他表示願意免費教我唱歌他表示願意免費教我唱歌他表示願意免費教我唱歌！！！！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究竟想學究竟想學究竟想學究竟想學

唱歌是我的私慾唱歌是我的私慾唱歌是我的私慾唱歌是我的私慾，，，，還是天父的旨意還是天父的旨意還是天父的旨意還是天父的旨意，，，，我我我我還得繼續禱告交托還得繼續禱告交托還得繼續禱告交托還得繼續禱告交托、、、、記念記念記念記念，，，，畢竟畢竟畢竟畢竟，，，，學的時候才明學的時候才明學的時候才明學的時候才明

白為何這是一門白為何這是一門白為何這是一門白為何這是一門「「「「學問學問學問學問」」」」呢呢呢呢！！！！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我的悟性還算可以我的悟性還算可以我的悟性還算可以我的悟性還算可以，，，，而我們一直都能配合到而我們一直都能配合到而我們一直都能配合到而我們一直都能配合到

學的時間學的時間學的時間學的時間，，，，如果天父繼續開路如果天父繼續開路如果天父繼續開路如果天父繼續開路，，，，我真的很盼望這恩賜可更大被使用我真的很盼望這恩賜可更大被使用我真的很盼望這恩賜可更大被使用我真的很盼望這恩賜可更大被使用！！！！    

    

三三三三‧‧‧‧        說一說一說一說一些些些些屬靈一點的吧屬靈一點的吧屬靈一點的吧屬靈一點的吧…………    

我也按計劃完成了看畢舊約聖經的計劃我也按計劃完成了看畢舊約聖經的計劃我也按計劃完成了看畢舊約聖經的計劃我也按計劃完成了看畢舊約聖經的計劃，，，，當然只是速讀當然只是速讀當然只是速讀當然只是速讀。。。。我一直愧對比我小的弟兄我一直愧對比我小的弟兄我一直愧對比我小的弟兄我一直愧對比我小的弟兄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因我一直因我一直因我一直因我一直未能作未能作未能作未能作好榜樣好榜樣好榜樣好榜樣；；；；但確實但確實但確實但確實，，，，越專注去看聖經越專注去看聖經越專注去看聖經越專注去看聖經，，，，越看到裡面每句話的寶貴越看到裡面每句話的寶貴越看到裡面每句話的寶貴越看到裡面每句話的寶貴，，，，

很多非常生活化的教導很多非常生活化的教導很多非常生活化的教導很多非常生活化的教導，，，，從前沒有留意到的從前沒有留意到的從前沒有留意到的從前沒有留意到的，，，，再留心去看再留心去看再留心去看再留心去看，，，，有太多太多的寶物可以去有太多太多的寶物可以去有太多太多的寶物可以去有太多太多的寶物可以去找找找找

到到到到，，，，盼我能繼續花時間親近上帝盼我能繼續花時間親近上帝盼我能繼續花時間親近上帝盼我能繼續花時間親近上帝，，，，研讀祂的話研讀祂的話研讀祂的話研讀祂的話，，，，不因自己的生活改變而作出妥協不因自己的生活改變而作出妥協不因自己的生活改變而作出妥協不因自己的生活改變而作出妥協！！！！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有想過的有想過的有想過的有想過的，，，，只差實踐這步的只差實踐這步的只差實踐這步的只差實踐這步的，，，，就就就就快快快快下決心了下決心了下決心了下決心了！！！！我們要一同努力啊我們要一同努力啊我們要一同努力啊我們要一同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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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禁食禱告的收獲禁食禱告的收獲禁食禱告的收獲禁食禱告的收獲    

    

《《《《如何為妳自己禱告如何為妳自己禱告如何為妳自己禱告如何為妳自己禱告》》》》一書中一書中一書中一書中，，，，有句話寫得很好有句話寫得很好有句話寫得很好有句話寫得很好    ────    禁食是我們說禁食是我們說禁食是我們說禁食是我們說：：：：「「「「我願意否定自我願意否定自我願意否定自我願意否定自

己己己己，，，，捨棄我最想要的東西捨棄我最想要的東西捨棄我最想要的東西捨棄我最想要的東西，，，，轉而以轉而以轉而以轉而以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為首為首為首為首。。。。」」」」    
 

我在上期分享信也分享過自己計劃要在預苦期這段時間作禁食禱告的操練我在上期分享信也分享過自己計劃要在預苦期這段時間作禁食禱告的操練我在上期分享信也分享過自己計劃要在預苦期這段時間作禁食禱告的操練我在上期分享信也分享過自己計劃要在預苦期這段時間作禁食禱告的操練。。。。我要強我要強我要強我要強

調調調調，，，，我沒有受苦恩賜我沒有受苦恩賜我沒有受苦恩賜我沒有受苦恩賜，，，，我本人沒耐性去看禱告的果效我本人沒耐性去看禱告的果效我本人沒耐性去看禱告的果效我本人沒耐性去看禱告的果效，，，，只因大概幾個月前看到自己跟男只因大概幾個月前看到自己跟男只因大概幾個月前看到自己跟男只因大概幾個月前看到自己跟男

朋友的關係出現危機朋友的關係出現危機朋友的關係出現危機朋友的關係出現危機，，，，我一再被提醒要我一再被提醒要我一再被提醒要我一再被提醒要「「「「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我不能再靠自己的能力去改變我不能再靠自己的能力去改變我不能再靠自己的能力去改變我不能再靠自己的能力去改變現狀現狀現狀現狀，，，，

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禱告禱告禱告禱告」」」」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我想起自己在幾年前親身經歷過禁食禱告的神奇果我想起自己在幾年前親身經歷過禁食禱告的神奇果我想起自己在幾年前親身經歷過禁食禱告的神奇果我想起自己在幾年前親身經歷過禁食禱告的神奇果

效效效效，，，，還有自己室友也有禁食禱告的操練還有自己室友也有禁食禱告的操練還有自己室友也有禁食禱告的操練還有自己室友也有禁食禱告的操練，，，，我才下定決心我才下定決心我才下定決心我才下定決心，，，，定下這四十天禁一頓飯的計劃定下這四十天禁一頓飯的計劃定下這四十天禁一頓飯的計劃定下這四十天禁一頓飯的計劃，，，，

雖然還沒有結束雖然還沒有結束雖然還沒有結束雖然還沒有結束，，，，但我已經有很多很多意外的收獲想要跟大家分享但我已經有很多很多意外的收獲想要跟大家分享但我已經有很多很多意外的收獲想要跟大家分享但我已經有很多很多意外的收獲想要跟大家分享：：：：    

    

1.1.1.1.    有很多天我在禱告時都反映出很多很真實的情緒有很多天我在禱告時都反映出很多很真實的情緒有很多天我在禱告時都反映出很多很真實的情緒有很多天我在禱告時都反映出很多很真實的情緒，，，，包括為我男朋友的軟弱而心痛包括為我男朋友的軟弱而心痛包括為我男朋友的軟弱而心痛包括為我男朋友的軟弱而心痛、、、、

憤怒憤怒憤怒憤怒，，，，為他的過去而向上帝發脾氣為他的過去而向上帝發脾氣為他的過去而向上帝發脾氣為他的過去而向上帝發脾氣…………但最終上帝告訴我說但最終上帝告訴我說但最終上帝告訴我說但最終上帝告訴我說：「：「：「：「禱告不是改變禱告不是改變禱告不是改變禱告不是改變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的心的心的心的心

意意意意，，，，乃是與乃是與乃是與乃是與上帝上帝上帝上帝同工同工同工同工，，，，讓讓讓讓『『『『他他他他』』』』變得合變得合變得合變得合上帝上帝上帝上帝心意心意心意心意。。。。」」」」祂比我還緊張他的改變祂比我還緊張他的改變祂比我還緊張他的改變祂比我還緊張他的改變，，，，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我為什麼要擔心呢我為什麼要擔心呢我為什麼要擔心呢我為什麼要擔心呢？？？？祂是我的同行者祂是我的同行者祂是我的同行者祂是我的同行者！！！！    

    

2.2.2.2. 一直以來一直以來一直以來一直以來, , , , 我跟我男朋友我跟我男朋友我跟我男朋友我跟我男朋友的關係都是很不平衡的關係都是很不平衡的關係都是很不平衡的關係都是很不平衡，，，，我永遠覺得我付出太多我永遠覺得我付出太多我永遠覺得我付出太多我永遠覺得我付出太多、、、、得到太少得到太少得到太少得到太少，，，，

但上帝有一天不單改變他合乎祂心意但上帝有一天不單改變他合乎祂心意但上帝有一天不單改變他合乎祂心意但上帝有一天不單改變他合乎祂心意，，，，也改變我一直對自己在關係上付出的驕傲也改變我一直對自己在關係上付出的驕傲也改變我一直對自己在關係上付出的驕傲也改變我一直對自己在關係上付出的驕傲，，，，讓讓讓讓

我看到自己最軟弱的地方我看到自己最軟弱的地方我看到自己最軟弱的地方我看到自己最軟弱的地方，，，，進而看到他很多美善的特徵進而看到他很多美善的特徵進而看到他很多美善的特徵進而看到他很多美善的特徵，，，，在腦海中不斷湧出來在腦海中不斷湧出來在腦海中不斷湧出來在腦海中不斷湧出來，，，，多得多得多得多得

讓我覺得自己記不住讓我覺得自己記不住讓我覺得自己記不住讓我覺得自己記不住，，，，就寫下來就寫下來就寫下來就寫下來，，，，一寫下來就寫了兩頁紙一寫下來就寫了兩頁紙一寫下來就寫了兩頁紙一寫下來就寫了兩頁紙！！！！當我的心態改變當我的心態改變當我的心態改變當我的心態改變，，，，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

關係也變得平衡健康了關係也變得平衡健康了關係也變得平衡健康了關係也變得平衡健康了。。。。    

    

3.3.3.3. 有一天在禁食禱告時有一天在禁食禱告時有一天在禁食禱告時有一天在禁食禱告時，，，，聖靈讓我不斷的想起媽聖靈讓我不斷的想起媽聖靈讓我不斷的想起媽聖靈讓我不斷的想起媽媽與嫂嫂媽與嫂嫂媽與嫂嫂媽與嫂嫂關係都很僵的關係都很僵的關係都很僵的關係都很僵的事事事事，，，，催促我為只催促我為只催促我為只催促我為只

見了一面的嫂嫂寫了一封很長的情書見了一面的嫂嫂寫了一封很長的情書見了一面的嫂嫂寫了一封很長的情書見了一面的嫂嫂寫了一封很長的情書。。。。一開始就說我一直為他倆禱告一開始就說我一直為他倆禱告一開始就說我一直為他倆禱告一開始就說我一直為他倆禱告，，，，盼她盼她盼她盼她能能能能建立在建立在建立在建立在

我們家的安全感我們家的安全感我們家的安全感我們家的安全感，，，，讓她知道她是被愛讓她知道她是被愛讓她知道她是被愛讓她知道她是被愛、、、、被重視的被重視的被重視的被重視的，，，，過後我們就一直通信過後我們就一直通信過後我們就一直通信過後我們就一直通信，，，，嫂嫂一回覆嫂嫂一回覆嫂嫂一回覆嫂嫂一回覆

也感謝我為她禱告也感謝我為她禱告也感謝我為她禱告也感謝我為她禱告，，，，也跟我分享她的掙扎也跟我分享她的掙扎也跟我分享她的掙扎也跟我分享她的掙扎，，，，我們能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我們能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我們能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我們能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這也算是挺這也算是挺這也算是挺這也算是挺

意外的收獲哦意外的收獲哦意外的收獲哦意外的收獲哦！！！！    

    

4.4.4.4.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因著我常跟身邊的姊妹分享我禁食禱告的經歷因著我常跟身邊的姊妹分享我禁食禱告的經歷因著我常跟身邊的姊妹分享我禁食禱告的經歷因著我常跟身邊的姊妹分享我禁食禱告的經歷，，，，有好幾位姊妹也覺得很好有好幾位姊妹也覺得很好有好幾位姊妹也覺得很好有好幾位姊妹也覺得很好，，，，其其其其

中一位我的小組組員正和我一同操練中一位我的小組組員正和我一同操練中一位我的小組組員正和我一同操練中一位我的小組組員正和我一同操練，，，，另外一位也正在計劃開始另外一位也正在計劃開始另外一位也正在計劃開始另外一位也正在計劃開始！！！！    

    

（（（（當然當然當然當然，，，，我們都知道禁食禱告我們都知道禁食禱告我們都知道禁食禱告我們都知道禁食禱告，，，，沒有帶任何自己的其他動機沒有帶任何自己的其他動機沒有帶任何自己的其他動機沒有帶任何自己的其他動機，，，，例如食少一點能變瘦例如食少一點能變瘦例如食少一點能變瘦例如食少一點能變瘦，，，，

我沒有因為禁食而變瘦我沒有因為禁食而變瘦我沒有因為禁食而變瘦我沒有因為禁食而變瘦，，，，反而我禁食後沒有做運動反而我禁食後沒有做運動反而我禁食後沒有做運動反而我禁食後沒有做運動，，，，還要過後重新再建立呢還要過後重新再建立呢還要過後重新再建立呢還要過後重新再建立呢！）！）！）！）    

    

盼望跟弟兄姊妹分享過後盼望跟弟兄姊妹分享過後盼望跟弟兄姊妹分享過後盼望跟弟兄姊妹分享過後，，，，有沒有宣教心志也好有沒有宣教心志也好有沒有宣教心志也好有沒有宣教心志也好，，，，大家都能以自己的生命作見證大家都能以自己的生命作見證大家都能以自己的生命作見證大家都能以自己的生命作見證，，，，

放下自己手中緊握的放下自己手中緊握的放下自己手中緊握的放下自己手中緊握的，，，，為主而活吧為主而活吧為主而活吧為主而活吧！！！！一起努力一起努力一起努力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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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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87 95 111 --- 96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89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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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4 16 --- --- 12 

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 1 2 3 3 --- 2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10 9 10 11 --- 10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4 9 6 --- 11 8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3 5 5 --- 4 4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3 4 3 --- 3 3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3 --- 6 --- --- 10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9 7 --- --- 8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4 57 47 56 --- 54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7 7 7 --- --- 7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2 11 11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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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五五五五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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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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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Q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差傳工作坊差傳工作坊差傳工作坊差傳工作坊 單車日單車日單車日單車日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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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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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 
差傳工作坊差傳工作坊差傳工作坊差傳工作坊 時事常識時事常識時事常識時事常識

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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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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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 
差傳工作坊差傳工作坊差傳工作坊差傳工作坊 我最愛的我最愛的我最愛的我最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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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六四晚會六四晚會六四晚會六四晚會 --- 阿摩司書阿摩司書阿摩司書阿摩司書

研經研經研經研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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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10/6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7/6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6/6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1/5 18/5 25/5 1/6 8/6 15/6 22/6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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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音播影音播影音播影音播

放放放放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十萬個十萬個十萬個十萬個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粵粵粵粵

曲曲曲曲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 

聖經兒歌聖經兒歌聖經兒歌聖經兒歌

頌唱頌唱頌唱頌唱 
牛一牛一牛一牛一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5 22/5 29/5 5/6 12/6 19/6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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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手工日手工日手工日手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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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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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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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福音學生福音學生福音學生福音

營營營營

(27-29/6) 

--- 

 
--- 

暑期福暑期福暑期福暑期福

音活動音活動音活動音活動

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 宣教事工宣教事工宣教事工宣教事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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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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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22/5 29/5 5/6 12/6 19/6 26/6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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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白白白白))))    

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紅紅紅紅))))    

三一主日三一主日三一主日三一主日    

    

((((白白白白))))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綠綠綠綠))))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趙仕趙仕趙仕趙仕傑傑傑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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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楊楊楊楊寶寶寶寶蓮蓮蓮蓮    ------------    ------------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陳堅麗牧師陳堅麗牧師陳堅麗牧師陳堅麗牧師    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黃志輝牧師黃志輝牧師黃志輝牧師黃志輝牧師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張振華牧師張振華牧師張振華牧師張振華牧師    吳吳吳吳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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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吳吳吳吳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    ------------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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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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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徒徒徒 1: 6 – 14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4:12-14, 

5 : 6 - 11 
約約約約 17 : 1 – 11 

徒徒徒徒 2 : 1 – 21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2 : 

3 下下下下— 13 

約約約約 20: 19-23 

創創創創 1 : 1 –  

2 : 4 下下下下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13:11-14 

太太太太 28:16-20 

耶耶耶耶 28: 5 – 9 

羅羅羅羅 6: 12 - 23 

太太太太 10 : 40-42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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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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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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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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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張張張張        海海海海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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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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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聖聖聖聖))))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新新新新))))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聖聖聖聖))))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新新新新))))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聖聖聖聖))))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新新新新))))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聖聖聖聖))))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新新新新))))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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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頌頌頌新新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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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291,206, 291,206, 291,206, 29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0,80,80,80,    

    22522522522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9,29,29,29,    

    293,72,293,72,293,72,293,7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1, 266,61, 266,61, 266,61, 26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5115115115    

1, 19, 1, 19, 1, 19, 1, 1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20, 120, 120, 120,     

490490490490    

29, 247,29, 247,29, 247,29, 247,    

363, 363, 363, 36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1, 265,61, 265,61, 265,61, 26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090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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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佳佳 48 48 48 48 佳佳佳佳 106106106106    

佳佳佳佳    113113113113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廖廖廖廖    淑淑淑淑    卿卿卿卿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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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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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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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李李李李    志志志志    雄雄雄雄    蔡蔡蔡蔡    志志志志    明明明明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單單單單    志志志志    榮榮榮榮    梁梁梁梁    健健健健    華華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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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