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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若有我若有我若有我若有…………，，，，卻沒有愛卻沒有愛卻沒有愛卻沒有愛…………」」」」          溫家浩弟兄溫家浩弟兄溫家浩弟兄溫家浩弟兄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最近跟一位小弟兄最近跟一位小弟兄最近跟一位小弟兄最近跟一位小弟兄（（（（其實他也已經是一名高中生了其實他也已經是一名高中生了其實他也已經是一名高中生了其實他也已經是一名高中生了））））分享了一個令他很難分享了一個令他很難分享了一個令他很難分享了一個令他很難

想通的問題想通的問題想通的問題想通的問題，，，，當中亦當中亦當中亦當中亦帶給帶給帶給帶給我有一個很好的提醒和反思我有一個很好的提醒和反思我有一個很好的提醒和反思我有一個很好的提醒和反思，，，，令我更多一點去認識令我更多一點去認識令我更多一點去認識令我更多一點去認識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 

 
他問他問他問他問：「：「：「：「我認識的人當中我認識的人當中我認識的人當中我認識的人當中，，，，有些人的成長環境有些人的成長環境有些人的成長環境有些人的成長環境、、、、遭遇很多時候會讓他很難遭遇很多時候會讓他很難遭遇很多時候會讓他很難遭遇很多時候會讓他很難

信耶穌信耶穌信耶穌信耶穌，，，，這樣看來這樣看來這樣看來這樣看來，，，，會不會不公平呢會不會不公平呢會不會不公平呢會不會不公平呢？？？？那麼那麼那麼那麼，，，，上帝豈不是不愛惜他們嗎上帝豈不是不愛惜他們嗎上帝豈不是不愛惜他們嗎上帝豈不是不愛惜他們嗎？」？」？」？」

其實其實其實其實，，，，他之所以會問我他之所以會問我他之所以會問我他之所以會問我，，，，是因為翠瑤是因為翠瑤是因為翠瑤是因為翠瑤邀請邀請邀請邀請他們一班團友仔來我家吃飯他們一班團友仔來我家吃飯他們一班團友仔來我家吃飯他們一班團友仔來我家吃飯，，，，之後之後之後之後

叫他問我叫他問我叫他問我叫他問我（（（（因為翠瑤亦了解我是討論這類問題的人因為翠瑤亦了解我是討論這類問題的人因為翠瑤亦了解我是討論這類問題的人因為翠瑤亦了解我是討論這類問題的人）。）。）。）。換句話說換句話說換句話說換句話說，，，，我是不太認我是不太認我是不太認我是不太認

識他的識他的識他的識他的，，，，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老實說老實說老實說老實說，，，，一開始是有一個一開始是有一個一開始是有一個一開始是有一個「「「「教導教導教導教導」」」」他的想法他的想法他的想法他的想法，，，，想希望他好好捉緊想希望他好好捉緊想希望他好好捉緊想希望他好好捉緊「「「「上帝是上帝是上帝是上帝是

愛愛愛愛、、、、是公義是公義是公義是公義、、、、公平公平公平公平、、、、聖潔聖潔聖潔聖潔…………」、「」、「」、「」、「人有上帝的形像樣式人有上帝的形像樣式人有上帝的形像樣式人有上帝的形像樣式，，，，所以人似上帝所以人似上帝所以人似上帝所以人似上帝，，，，有公有公有公有公

平平平平、、、、愛的觀念愛的觀念愛的觀念愛的觀念、、、、公公公公義義義義，，，，但人不是上帝但人不是上帝但人不是上帝但人不是上帝」」」」等等一大堆我認為的重點等等一大堆我認為的重點等等一大堆我認為的重點等等一大堆我認為的重點。。。。之後我問之後我問之後我問之後我問：：：：

「「「「我們有時候會不會問錯了問題呢我們有時候會不會問錯了問題呢我們有時候會不會問錯了問題呢我們有時候會不會問錯了問題呢？」？」？」？」當然當然當然當然，，，，我亦補充我亦補充我亦補充我亦補充，，，，不是要不是要不是要不是要「「「「不要問不要問不要問不要問，，，，

只是信只是信只是信只是信」，」，」，」，但是在尋問的過程中但是在尋問的過程中但是在尋問的過程中但是在尋問的過程中，，，，要承認我們都只不過是一個人要承認我們都只不過是一個人要承認我們都只不過是一個人要承認我們都只不過是一個人，，，，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之後之後之後之後，，，，忽然想到一個轉了方向的問題忽然想到一個轉了方向的問題忽然想到一個轉了方向的問題忽然想到一個轉了方向的問題，，，，我問他我問他我問他我問他：「：「：「：「與其問公不公平與其問公不公平與其問公不公平與其問公不公平、、、、他們他們他們他們

會不會很慘等等的問題會不會很慘等等的問題會不會很慘等等的問題會不會很慘等等的問題，，，，你有曾經去關心你有曾經去關心你有曾經去關心你有曾經去關心、、、、去愛他嗎去愛他嗎去愛他嗎去愛他嗎？？？？若果沒有的話若果沒有的話若果沒有的話若果沒有的話，，，，問這問這問這問這

些問題都多餘啦些問題都多餘啦些問題都多餘啦些問題都多餘啦。」。」。」。」多麼的理直氣壯多麼的理直氣壯多麼的理直氣壯多麼的理直氣壯！！！！可是可是可是可是，，，，不問不問不問不問猶猶猶猶自自自自可可可可，，，，一問就立即醒覺一問就立即醒覺一問就立即醒覺一問就立即醒覺

這個自己剛問的問題正正是在問自己這個自己剛問的問題正正是在問自己這個自己剛問的問題正正是在問自己這個自己剛問的問題正正是在問自己！！！！和他談了一段時間和他談了一段時間和他談了一段時間和他談了一段時間，，，，我又有真正去關我又有真正去關我又有真正去關我又有真正去關

心心心心、、、、去愛他嗎去愛他嗎去愛他嗎去愛他嗎？？？？我有去關切他的困惑和難處嗎我有去關切他的困惑和難處嗎我有去關切他的困惑和難處嗎我有去關切他的困惑和難處嗎？？？？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講一大堆亦我講一大堆亦我講一大堆亦我講一大堆亦

都是多餘的都是多餘的都是多餘的都是多餘的！！！！ 

 
在分享這個小小的經歷時在分享這個小小的經歷時在分享這個小小的經歷時在分享這個小小的經歷時，，，，亦想起了亦想起了亦想起了亦想起了「「「「愛篇愛篇愛篇愛篇」（」（」（」（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13 章章章章）。）。）。）。想起想起想起想起

的不是常常背的不是常常背的不是常常背的不是常常背、、、、常常唱的常常唱的常常唱的常常唱的「「「「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又有恩慈又有恩慈又有恩慈…………」」」」，，，，而是之前的三節而是之前的三節而是之前的三節而是之前的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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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我若我若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能說萬人的方言能說萬人的方言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並天使的話語並天使的話語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卻沒有愛卻沒有愛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我就成了鳴的鑼我就成了鳴的鑼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響的響的響的

鈸一般鈸一般鈸一般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也明白各樣的奧秘也明白各樣的奧秘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各樣的知識各樣的知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而且有全而且有全而且有全

備的信備的信備的信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叫我能夠移山叫我能夠移山叫我能夠移山，，，，卻沒卻沒卻沒卻沒有愛有愛有愛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我就算不得甚麼我就算不得甚麼我就算不得甚麼。。。。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

人人人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卻沒有愛卻沒有愛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仍然與我無益仍然與我無益仍然與我無益。。。。」」」」和和和和「「「「愛是永不止息愛是永不止息愛是永不止息愛是永不止息」」」」

之後的五之後的五之後的五之後的五、、、、六節六節六節六節，，，，特別是當中提到的特別是當中提到的特別是當中提到的特別是當中提到的「「「「有限有限有限有限」」」」和最後的和最後的和最後的和最後的「「「「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再細看之後再細看之後再細看之後再細看之後，，，，再不能多講再不能多講再不能多講再不能多講甚甚甚甚麼麼麼麼，，，，只能感謝上帝只能感謝上帝只能感謝上帝只能感謝上帝。。。。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3:12 下下下下-13「「「「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到那時就全知道到那時就全知道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如同主知道我如同主知道我如同主知道我

一樣一樣一樣一樣。。。。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願我們常存感恩的心願我們常存感恩的心願我們常存感恩的心願我們常存感恩的心，，，，懷著信心懷著信心懷著信心懷著信心、、、、盼望和愛盼望和愛盼望和愛盼望和愛！！！！求主幫助求主幫助求主幫助求主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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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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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6 人人人人；；；；領領領領

餐人數平均為餐人數平均為餐人數平均為餐人數平均為 83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1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2 人人人人。。。。 

2. 本堂團契部於本堂團契部於本堂團契部於本堂團契部於 8 月月月月 13 日下午舉行合團佈道活動日下午舉行合團佈道活動日下午舉行合團佈道活動日下午舉行合團佈道活動，，，，對象為沙田多元化老對象為沙田多元化老對象為沙田多元化老對象為沙田多元化老

人中心之長者人中心之長者人中心之長者人中心之長者。。。。 

3. 8 月月月月 25 至至至至 27 日為彼得團契營會日為彼得團契營會日為彼得團契營會日為彼得團契營會，，，，地點為烏溪沙青年營地點為烏溪沙青年營地點為烏溪沙青年營地點為烏溪沙青年營，，，，適合升中一至適合升中一至適合升中一至適合升中一至

中三同學參加中三同學參加中三同學參加中三同學參加，，，，請向周于琴請向周于琴請向周于琴請向周于琴、、、、黃碧瑤導師查詢及報名黃碧瑤導師查詢及報名黃碧瑤導師查詢及報名黃碧瑤導師查詢及報名。。。。 

4. 學道班將於學道班將於學道班將於學道班將於 9 月中旬開班月中旬開班月中旬開班月中旬開班，，，，若有肢體想於聖誕洗禮或若有肢體想於聖誕洗禮或若有肢體想於聖誕洗禮或若有肢體想於聖誕洗禮或想想想想對基督教信仰有對基督教信仰有對基督教信仰有對基督教信仰有

更深認識更深認識更深認識更深認識，，，，歡迎報名歡迎報名歡迎報名歡迎報名，，，，詳情容後公佈詳情容後公佈詳情容後公佈詳情容後公佈。。。。 

5. 9 月月月月 4 日為本堂日為本堂日為本堂日為本堂第一次教友大會第一次教友大會第一次教友大會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崇拜後舉行將於崇拜後舉行將於崇拜後舉行將於崇拜後舉行，，，，請肢體預留時間出請肢體預留時間出請肢體預留時間出請肢體預留時間出

席席席席。。。。當日會有半年工作報告及執事選舉當日會有半年工作報告及執事選舉當日會有半年工作報告及執事選舉當日會有半年工作報告及執事選舉。。。。 

6. 本會青少年部及信徒培育部合辦之奮興營將於本會青少年部及信徒培育部合辦之奮興營將於本會青少年部及信徒培育部合辦之奮興營將於本會青少年部及信徒培育部合辦之奮興營將於 10 月月月月 1 至至至至 2 日日日日，，，，假大嶼假大嶼假大嶼假大嶼

山女青年會梁紹榮度假村舉行山女青年會梁紹榮度假村舉行山女青年會梁紹榮度假村舉行山女青年會梁紹榮度假村舉行，，，，適適適適合合合合 18 – 40 歲肢體參加歲肢體參加歲肢體參加歲肢體參加，，，，8 月月月月 24 日截日截日截日截

止止止止，，，，費用費用費用費用$600，，，，若於若於若於若於 8 月月月月 17 日前報名則收日前報名則收日前報名則收日前報名則收$420，，，，請向團契部何俊威執請向團契部何俊威執請向團契部何俊威執請向團契部何俊威執

事或教牧同工查詢事或教牧同工查詢事或教牧同工查詢事或教牧同工查詢。。。。 

7.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道聲出版社於道聲出版社於道聲出版社於道聲出版社於 8 月月月月 26 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 7:30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 60 天讀經靈修天讀經靈修天讀經靈修天讀經靈修」」」」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地點為信義樓五樓地點為信義樓五樓地點為信義樓五樓地點為信義樓五樓，，，，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60 位位位位，，，，費用每人費用每人費用每人費用每人$70 (附送書籍一本附送書籍一本附送書籍一本附送書籍一本)，，，，

由副監督張振華牧師主講由副監督張振華牧師主講由副監督張振華牧師主講由副監督張振華牧師主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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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信義會芬蘭差會靈愛中心於信義會芬蘭差會靈愛中心於信義會芬蘭差會靈愛中心於信義會芬蘭差會靈愛中心於 8 月月月月 20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4:00，，，，舉辦音樂分享會舉辦音樂分享會舉辦音樂分享會舉辦音樂分享會，，，，地地地地

點為沙田平安福音堂點為沙田平安福音堂點為沙田平安福音堂點為沙田平安福音堂 (娛樂城娛樂城娛樂城娛樂城)。。。。有關詳情請參閱海報有關詳情請參閱海報有關詳情請參閱海報有關詳情請參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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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倪江耀先生患上腎癌本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倪江耀先生患上腎癌本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倪江耀先生患上腎癌本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倪江耀先生患上腎癌，，，，正接受治療正接受治療正接受治療正接受治療，，，，而副總幹事而副總幹事而副總幹事而副總幹事

胡太亦於去年八月患上癌胡太亦於去年八月患上癌胡太亦於去年八月患上癌胡太亦於去年八月患上癌病病病病，，，，一直接受治療到現在一直接受治療到現在一直接受治療到現在一直接受治療到現在。。。。請為社會服務部請為社會服務部請為社會服務部請為社會服務部

正正正正、、、、副總幹事的身體及其家人代禱副總幹事的身體及其家人代禱副總幹事的身體及其家人代禱副總幹事的身體及其家人代禱，，，，求上帝求上帝求上帝求上帝憐憫及醫治憐憫及醫治憐憫及醫治憐憫及醫治。。。。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李貴彬伯伯及李貴彬伯伯及李貴彬伯伯及李貴彬伯伯及趙王細琼婆婆趙王細琼婆婆趙王細琼婆婆趙王細琼婆婆之之之之骨灰骨灰骨灰骨灰安安安安放放放放禮禮禮禮已已已已分別分別分別分別於於於於 7 月月月月 2 及及及及 23 日日日日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2. 彭采瑜姊妹及朱婉婷姊妹分別己於彭采瑜姊妹及朱婉婷姊妹分別己於彭采瑜姊妹及朱婉婷姊妹分別己於彭采瑜姊妹及朱婉婷姊妹分別己於 7 月月月月 25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8 月月月月 7 日從泰國及烏干達短宣回日從泰國及烏干達短宣回日從泰國及烏干達短宣回日從泰國及烏干達短宣回

來來來來，，，，盼是次體盼是次體盼是次體盼是次體驗讓她們有更多成長與學習驗讓她們有更多成長與學習驗讓她們有更多成長與學習驗讓她們有更多成長與學習。。。。 

3. 吳牧師因牙患引致鼻竇炎吳牧師因牙患引致鼻竇炎吳牧師因牙患引致鼻竇炎吳牧師因牙患引致鼻竇炎，，，，曾入院四天並做了小手術曾入院四天並做了小手術曾入院四天並做了小手術曾入院四天並做了小手術；；；；但覆診後但覆診後但覆診後但覆診後，，，，發覺炎症未消發覺炎症未消發覺炎症未消發覺炎症未消，，，，

需於稍後再做一次手術需於稍後再做一次手術需於稍後再做一次手術需於稍後再做一次手術，，，，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4. 黃仙婆婆於黃仙婆婆於黃仙婆婆於黃仙婆婆於 8 月月月月 11 日做了膽石激光手術日做了膽石激光手術日做了膽石激光手術日做了膽石激光手術，，，，請為她的身體早日痊癒代禱請為她的身體早日痊癒代禱請為她的身體早日痊癒代禱請為她的身體早日痊癒代禱。。。。 

5. 本堂約翰團契團友大部份本堂約翰團契團友大部份本堂約翰團契團友大部份本堂約翰團契團友大部份能進入心儀大學能進入心儀大學能進入心儀大學能進入心儀大學，，，，亦有個別團友在等候學位亦有個別團友在等候學位亦有個別團友在等候學位亦有個別團友在等候學位，，，，請代請代請代請代禱禱禱禱。。。。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本堂肢體屬靈生命成長及教會復興禱告本堂肢體屬靈生命成長及教會復興禱告本堂肢體屬靈生命成長及教會復興禱告本堂肢體屬靈生命成長及教會復興禱告。。。。 

2. 為為為為中國及本港政治中國及本港政治中國及本港政治中國及本港政治、、、、經濟經濟經濟經濟、、、、民生等政策禱告民生等政策禱告民生等政策禱告民生等政策禱告，，，，讓怨氣減少讓怨氣減少讓怨氣減少讓怨氣減少。。。。 

3. 為為為為環球股巿波動環球股巿波動環球股巿波動環球股巿波動，，，，影響影響影響影響世界各地面臨不同世界各地面臨不同世界各地面臨不同世界各地面臨不同經濟經濟經濟經濟、、、、民生民生民生民生危機與紛亂危機與紛亂危機與紛亂危機與紛亂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4. 為為為為身體軟弱肢體身體軟弱肢體身體軟弱肢體身體軟弱肢體，，，，特別年長肢體之家居特別年長肢體之家居特別年長肢體之家居特別年長肢體之家居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及身體健康代及身體健康代及身體健康代及身體健康代禱禱禱禱。。。。 

    2011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2011 年年年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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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八八 

月月月月 

13(六六六六)     合團佈道合團佈道合團佈道合團佈道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14(日日日日)     崇拜禮儀及詩班工作坊崇拜禮儀及詩班工作坊崇拜禮儀及詩班工作坊崇拜禮儀及詩班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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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     歌唱比賽歌唱比賽歌唱比賽歌唱比賽（（（（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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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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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九九

月月月月 

04(日日日日)     第一次教友大會第一次教友大會第一次教友大會第一次教友大會    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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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日日日)     執事會會議執事會會議執事會會議執事會會議    教牧及執事教牧及執事教牧及執事教牧及執事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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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日日日)     主日學開學禮主日學開學禮主日學開學禮主日學開學禮    主日學學生主日學學生主日學學生主日學學生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25(日日日日)     兒崇導師會兒崇導師會兒崇導師會兒崇導師會    兒崇導師兒崇導師兒崇導師兒崇導師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5(日日日日) 「「「「讓我們教會不再一樣讓我們教會不再一樣讓我們教會不再一樣讓我們教會不再一樣」」」」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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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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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三三三三)     讚美讚美讚美讚美操訓練班操訓練班操訓練班操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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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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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 
 

 牽牽牽牽  連連連連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本堂堂主任本堂堂主任本堂堂主任本堂堂主任) 
 

 有沒有想過有沒有想過有沒有想過有沒有想過：：：：牙齒發炎也可以是件大事牙齒發炎也可以是件大事牙齒發炎也可以是件大事牙齒發炎也可以是件大事！！！！ 

 
 兩個月前兩個月前兩個月前兩個月前，，，，經常聞到臭味經常聞到臭味經常聞到臭味經常聞到臭味，，，，而且越來越濃烈而且越來越濃烈而且越來越濃烈而且越來越濃烈，，，，甚至連唾沬也呈現甚至連唾沬也呈現甚至連唾沬也呈現甚至連唾沬也呈現

瘀黑色瘀黑色瘀黑色瘀黑色。。。。心中一想心中一想心中一想心中一想，，，，不會是鼻咽癌吧不會是鼻咽癌吧不會是鼻咽癌吧不會是鼻咽癌吧！！！！急急去看急急去看急急去看急急去看私家私家私家私家醫生醫生醫生醫生，，，，證實是證實是證實是證實是患患患患

鼻竇炎而已鼻竇炎而已鼻竇炎而已鼻竇炎而已！！！！ 

 
 連續三星期的診治連續三星期的診治連續三星期的診治連續三星期的診治，，，，換過一次比一次更強的抗生素換過一次比一次更強的抗生素換過一次比一次更強的抗生素換過一次比一次更強的抗生素，，，，全無療效全無療效全無療效全無療效。。。。

遵醫生吩咐遵醫生吩咐遵醫生吩咐遵醫生吩咐，，，，去做電腦掃描去做電腦掃描去做電腦掃描去做電腦掃描。。。。一掃之下一掃之下一掃之下一掃之下，，，，嚇了一驚嚇了一驚嚇了一驚嚇了一驚，，，，除鼻竇和面頰外除鼻竇和面頰外除鼻竇和面頰外除鼻竇和面頰外，，，，

連額頭連額頭連額頭連額頭(額竇額竇額竇額竇)也充滿了濃也充滿了濃也充滿了濃也充滿了濃。。。。醫生說再拖下去會上腦醫生說再拖下去會上腦醫生說再拖下去會上腦醫生說再拖下去會上腦，，，，危險之至危險之至危險之至危險之至。。。。若只若只若只若只

洗鼻洗鼻洗鼻洗鼻，，，，效用不大效用不大效用不大效用不大，，，，因洗不到額竇因洗不到額竇因洗不到額竇因洗不到額竇，，，，要急需做手術清要急需做手術清要急需做手術清要急需做手術清理發炎的濃理發炎的濃理發炎的濃理發炎的濃。。。。 

 
 情急之下走到急症室情急之下走到急症室情急之下走到急症室情急之下走到急症室，，，，再輾轉入住威爾斯醫院再輾轉入住威爾斯醫院再輾轉入住威爾斯醫院再輾轉入住威爾斯醫院。。。。耳鼻喉牙科等醫耳鼻喉牙科等醫耳鼻喉牙科等醫耳鼻喉牙科等醫

生團隊檢查後生團隊檢查後生團隊檢查後生團隊檢查後，，，，發現懸凶者竟是牙齒發炎發現懸凶者竟是牙齒發炎發現懸凶者竟是牙齒發炎發現懸凶者竟是牙齒發炎 (牙肉內有牙肉內有牙肉內有牙肉內有 1cm X 1cm 之之之之

水泡水泡水泡水泡)，，，，細菌從牙齒神經走到鼻竇細菌從牙齒神經走到鼻竇細菌從牙齒神經走到鼻竇細菌從牙齒神經走到鼻竇，，，，再由鼻竇走到額竇再由鼻竇走到額竇再由鼻竇走到額竇再由鼻竇走到額竇。。。。但奇怪的是但奇怪的是但奇怪的是但奇怪的是，，，，

我卻絲毫沒有牙痛及鼻竇炎的徵象我卻絲毫沒有牙痛及鼻竇炎的徵象我卻絲毫沒有牙痛及鼻竇炎的徵象我卻絲毫沒有牙痛及鼻竇炎的徵象，，，，亦正因這緣故亦正因這緣故亦正因這緣故亦正因這緣故，，，，炎菌便這樣靜悄炎菌便這樣靜悄炎菌便這樣靜悄炎菌便這樣靜悄

悄地蔓延出去悄地蔓延出去悄地蔓延出去悄地蔓延出去，，，，差點造成生命危險差點造成生命危險差點造成生命危險差點造成生命危險。。。。牽連的後果是牽連的後果是牽連的後果是牽連的後果是：：：：脫了兩隻大牙脫了兩隻大牙脫了兩隻大牙脫了兩隻大牙，，，，

縫了不知幾多針縫了不知幾多針縫了不知幾多針縫了不知幾多針，，，，再洗了一次鼻再洗了一次鼻再洗了一次鼻再洗了一次鼻 (簡直是痛不欲生簡直是痛不欲生簡直是痛不欲生簡直是痛不欲生)，，，，盼望鼻腔有空盼望鼻腔有空盼望鼻腔有空盼望鼻腔有空

間讓炎菌從額竇倒流下來間讓炎菌從額竇倒流下來間讓炎菌從額竇倒流下來間讓炎菌從額竇倒流下來。。。。若失敗若失敗若失敗若失敗，，，，或者該說或者該說或者該說或者該說，，，，若達不到預期療效若達不到預期療效若達不到預期療效若達不到預期療效，，，，

則需再做手術來清理則需再做手術來清理則需再做手術來清理則需再做手術來清理。。。。 

 
隱藏的隱藏的隱藏的隱藏的罪罪罪罪惡惡惡惡，，，，有如牙齒發炎有如牙齒發炎有如牙齒發炎有如牙齒發炎，，，，並將細菌靜靜地蔓並將細菌靜靜地蔓並將細菌靜靜地蔓並將細菌靜靜地蔓延出去延出去延出去延出去，，，，一不留一不留一不留一不留

神神神神，，，，殺個措手不及殺個措手不及殺個措手不及殺個措手不及，，，，牽連甚廣牽連甚廣牽連甚廣牽連甚廣。。。。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每天我們都要做掃描每天我們都要做掃描每天我們都要做掃描每天我們都要做掃描，，，，就是藉讀經就是藉讀經就是藉讀經就是藉讀經、、、、祈禱祈禱祈禱祈禱、、、、認罪認罪認罪認罪

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靠上帝恩典和能力靠上帝恩典和能力靠上帝恩典和能力靠上帝恩典和能力，，，，掃走罪惡掃走罪惡掃走罪惡掃走罪惡。。。。祝願大家都能有一個健康祝願大家都能有一個健康祝願大家都能有一個健康祝願大家都能有一個健康、、、、

聖潔聖潔聖潔聖潔、、、、活潑的生命活潑的生命活潑的生命活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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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                佚佚佚佚 名名名名 

 

 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一張一一張一一張一一張一百百百百元正的鈔票在教會奉元正的鈔票在教會奉元正的鈔票在教會奉元正的鈔票在教會奉獻時是多麼大的面額獻時是多麼大的面額獻時是多麼大的面額獻時是多麼大的面額，，，， 

但在行街購物時卻是如此的細小但在行街購物時卻是如此的細小但在行街購物時卻是如此的細小但在行街購物時卻是如此的細小？？？？ 

 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兩小時在教會過就好長兩小時在教會過就好長兩小時在教會過就好長兩小時在教會過就好長，，，，  

但看一套好戲就好短但看一套好戲就好短但看一套好戲就好短但看一套好戲就好短？？？？ 

 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當禱告時要找一個字都好難當禱告時要找一個字都好難當禱告時要找一個字都好難當禱告時要找一個字都好難，，，， 

但與朋友傾談時卻口若懸河但與朋友傾談時卻口若懸河但與朋友傾談時卻口若懸河但與朋友傾談時卻口若懸河？？？？ 

 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有人覺得讀一章聖經又難又悶有人覺得讀一章聖經又難又悶有人覺得讀一章聖經又難又悶有人覺得讀一章聖經又難又悶，，，， 

卻很容易地就看完百多頁卻很容易地就看完百多頁卻很容易地就看完百多頁卻很容易地就看完百多頁的小說的小說的小說的小說？？？？ 

 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人人都想在演唱會或在遊戲時坐在前排人人都想在演唱會或在遊戲時坐在前排人人都想在演唱會或在遊戲時坐在前排人人都想在演唱會或在遊戲時坐在前排，，，， 

但他們無論如何都會在教會坐後排但他們無論如何都會在教會坐後排但他們無論如何都會在教會坐後排但他們無論如何都會在教會坐後排？？？？ 

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我們要預先兩三個星期被通知教會的活動我們要預先兩三個星期被通知教會的活動我們要預先兩三個星期被通知教會的活動我們要預先兩三個星期被通知教會的活動，，，，才能安放在自己的才能安放在自己的才能安放在自己的才能安放在自己的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但我們只需用兩三分鐘就安排好參加其他的活動但我們只需用兩三分鐘就安排好參加其他的活動但我們只需用兩三分鐘就安排好參加其他的活動但我們只需用兩三分鐘就安排好參加其他的活動？？？？ 

 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我們好困難從上帝學到真理並與人分享我們好困難從上帝學到真理並與人分享我們好困難從上帝學到真理並與人分享我們好困難從上帝學到真理並與人分享，，，， 

卻好容易就學到講閒話卻好容易就學到講閒話卻好容易就學到講閒話卻好容易就學到講閒話，，，，甚至謠言滿天飛甚至謠言滿天飛甚至謠言滿天飛甚至謠言滿天飛？？？？ 

 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我們相信在報紙雜誌中講的每件事我們相信在報紙雜誌中講的每件事我們相信在報紙雜誌中講的每件事我們相信在報紙雜誌中講的每件事，，，， 

卻懷疑聖經的字眼卻懷疑聖經的字眼卻懷疑聖經的字眼卻懷疑聖經的字眼？？？？ 

 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人人都想上天堂人人都想上天堂人人都想上天堂人人都想上天堂，，，， 

卻不願為進天堂而相信卻不願為進天堂而相信卻不願為進天堂而相信卻不願為進天堂而相信，，，，或做或講任何東西或做或講任何東西或做或講任何東西或做或講任何東西？？？？ 

 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我們常常將笑話從電郵傳來傳去我們常常將笑話從電郵傳來傳去我們常常將笑話從電郵傳來傳去我們常常將笑話從電郵傳來傳去，，，， 

但當我們要將上帝的信息傳給別人時但當我們要將上帝的信息傳給別人時但當我們要將上帝的信息傳給別人時但當我們要將上帝的信息傳給別人時，，，，卻要卻要卻要卻要再三思量再三思量再三思量再三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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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開始接受報名現已開始接受報名現已開始接受報名現已開始接受報名，，，，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9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1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8-31 日日日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Suva 穌瓦穌瓦穌瓦穌瓦（（（（斐濟首都斐濟首都斐濟首都斐濟首都））））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認識工場認識工場認識工場認識工場、、、、探訪探訪探訪探訪、、、、教會聚會教會聚會教會聚會教會聚會、、、、宿營宿營宿營宿營、、、、日營及協助兒童教學雙週日營及協助兒童教學雙週日營及協助兒童教學雙週日營及協助兒童教學雙週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年滿十五歲的已受洗基督徒年滿十五歲的已受洗基督徒年滿十五歲的已受洗基督徒年滿十五歲的已受洗基督徒，，，，身體健康狀況良好身體健康狀況良好身體健康狀況良好身體健康狀況良好，，，，對傳福音對傳福音對傳福音對傳福音（（（（尤其跨文尤其跨文尤其跨文尤其跨文

化化化化））））具負擔及經驗具負擔及經驗具負擔及經驗具負擔及經驗，，，，具兒童事工經驗更佳具兒童事工經驗更佳具兒童事工經驗更佳具兒童事工經驗更佳，，，，順服宣教士帶領順服宣教士帶領順服宣教士帶領順服宣教士帶領，，，，且具團隊且具團隊且具團隊且具團隊

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詳情請向傳栽部部長或教牧查詢詳情請向傳栽部部長或教牧查詢詳情請向傳栽部部長或教牧查詢詳情請向傳栽部部長或教牧查詢！！！！ 

 

鼓勵出席鼓勵出席鼓勵出席鼓勵出席：：：： 

1. 短宣重聚日短宣重聚日短宣重聚日短宣重聚日────────8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信義樓信義樓信義樓信義樓 5 樓樓樓樓 

2. 斐濟宣教事工分享會斐濟宣教事工分享會斐濟宣教事工分享會斐濟宣教事工分享會────────9 月月月月 10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00，，，，信義樓信義樓信義樓信義樓 5 樓樓樓樓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1. 暑期前往泰國或柬埔寨的短宣隊均已平安回港暑期前往泰國或柬埔寨的短宣隊均已平安回港暑期前往泰國或柬埔寨的短宣隊均已平安回港暑期前往泰國或柬埔寨的短宣隊均已平安回港，，，，求主記念各隊員的領受求主記念各隊員的領受求主記念各隊員的領受求主記念各隊員的領受，，，，為教會作更為教會作更為教會作更為教會作更

美的事奉美的事奉美的事奉美的事奉。。。。 

2. 為本堂差傳基金籌募禱告為本堂差傳基金籌募禱告為本堂差傳基金籌募禱告為本堂差傳基金籌募禱告。。。。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泰國聯區領袖在泰國聯區領袖在泰國聯區領袖在泰國聯區領袖在 7 月月月月 12 至至至至 14 日日日日完成一個訓練營完成一個訓練營完成一個訓練營完成一個訓練營，，，，求主建立加力給各區會領袖和信求主建立加力給各區會領袖和信求主建立加力給各區會領袖和信求主建立加力給各區會領袖和信

徒徒徒徒，，，，能承擔更遠的事奉能承擔更遠的事奉能承擔更遠的事奉能承擔更遠的事奉。。。。 

2. 為歐陽雪玲姑娘居所滲水問題盡快得以解決代禱為歐陽雪玲姑娘居所滲水問題盡快得以解決代禱為歐陽雪玲姑娘居所滲水問題盡快得以解決代禱為歐陽雪玲姑娘居所滲水問題盡快得以解決代禱。。。。 

3. 東北班盼堂傳道人尚有三年便退休東北班盼堂傳道人尚有三年便退休東北班盼堂傳道人尚有三年便退休東北班盼堂傳道人尚有三年便退休，，，，求主預備工人求主預備工人求主預備工人求主預備工人。。。。 

4. 為班盼堂財政貧困缺乏代禱為班盼堂財政貧困缺乏代禱為班盼堂財政貧困缺乏代禱為班盼堂財政貧困缺乏代禱，，，，求主感動肢體願意多奉獻求主感動肢體願意多奉獻求主感動肢體願意多奉獻求主感動肢體願意多奉獻。。。。 

 

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 
1. 聘得聘得聘得聘得 Yuleang 傳道為新同工傳道為新同工傳道為新同工傳道為新同工，，，，求主幫助他跟求主幫助他跟求主幫助他跟求主幫助他跟 Rithy 傳道的磨合傳道的磨合傳道的磨合傳道的磨合，，，，讓他倆有美好配讓他倆有美好配讓他倆有美好配讓他倆有美好配搭事搭事搭事搭事

奉奉奉奉。。。。 

2. ８８８８月月月月６６６６日舉行金邊信義中心大樓開幕禮日舉行金邊信義中心大樓開幕禮日舉行金邊信義中心大樓開幕禮日舉行金邊信義中心大樓開幕禮，，，，求主帶領開幕禮後的福音跟進工作求主帶領開幕禮後的福音跟進工作求主帶領開幕禮後的福音跟進工作求主帶領開幕禮後的福音跟進工作。。。。 

3. 求主保守短宣隊一行求主保守短宣隊一行求主保守短宣隊一行求主保守短宣隊一行 15 人在過程中的得着與平安人在過程中的得着與平安人在過程中的得着與平安人在過程中的得着與平安。。。。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為曾牧師及伙伴將於九月到印尼參加為曾牧師及伙伴將於九月到印尼參加為曾牧師及伙伴將於九月到印尼參加為曾牧師及伙伴將於九月到印尼參加「「「「華福大會華福大會華福大會華福大會」」」」及回港出席及回港出席及回港出席及回港出席「「「「斐濟宣教事工分享會斐濟宣教事工分享會斐濟宣教事工分享會斐濟宣教事工分享會」」」」

的旅程平安代禱的旅程平安代禱的旅程平安代禱的旅程平安代禱。。。。 

2. 盼望曾牧師夫婦在盼望曾牧師夫婦在盼望曾牧師夫婦在盼望曾牧師夫婦在「「「「華福大會華福大會華福大會華福大會」」」」中有美好的學習和領受中有美好的學習和領受中有美好的學習和領受中有美好的學習和領受。。。。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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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七七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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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104 102 94 95 99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02 --- 23 --- --- 62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12 14 --- ---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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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9 11 9 10 12 10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33 9 6 6 8 12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7 7 10 8 5 7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5 5 5 5 4 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2 --- --- 11 --- 11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7 4 15 --- 9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8 52 43 50 --- 48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3 11 12 ---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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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1/8 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 

    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 

2/8 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 3/8 4/8 5/8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朱花平朱花平朱花平朱花平 

6/8 

7/8 8/8 9/8 10/8 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 11/8*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12/8 13/8 

14/8 劉糼年劉糼年劉糼年劉糼年 15/8*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 16/8 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 17/8 18/8 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 19/8 20/8 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 

21/8 22/8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 23/8*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 24/8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25/8 26/8 27/8 

28/8 29/8 30/8 31/8 1/9 2/9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3/9 周貝周貝周貝周貝蔚蔚蔚蔚 

4/9 5/9 6/9 7/9 8/9 林翠蘭林翠蘭林翠蘭林翠蘭 9/9 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 10/9 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 

    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 

11/9 12/9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13/9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14/9 15/9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16/9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17/9 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 

18/9 19/9 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 20/9 21/9 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 

    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 

22/9 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 23/9 24/9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 

    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 

25/9 26/9 27/9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28/9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 

   *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 

29/9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30/9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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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八八八八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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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27/8 3/9 10/9 17/9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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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回憶暑假回憶暑假回憶暑假回憶 
好撒瑪利好撒瑪利好撒瑪利好撒瑪利

亞人亞人亞人亞人 
操練身體操練身體操練身體操練身體 關心世界關心世界關心世界關心世界 

安息日治安息日治安息日治安息日治

病病病病 

親親大親親大親親大親親大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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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 
山頂一日山頂一日山頂一日山頂一日

遊遊遊遊 烹飪週烹飪週烹飪週烹飪週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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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教會論壇教會論壇教會論壇教會論壇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短宣分享短宣分享短宣分享短宣分享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 

以諾以諾以諾以諾 
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 

二次二次二次二次 
--- --- 

阿摩司書阿摩司書阿摩司書阿摩司書 

研經研經研經研經(7) 
---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 

雅各雅各雅各雅各 
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 

三次三次三次三次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9/8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8/8 日日日日)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9/9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6/9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5/9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8 24/8 7/9 14/9 21/9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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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粵曲粵曲粵曲粵曲 

影音影音影音影音 

播放播放播放播放 

人月兩人月兩人月兩人月兩

團圓團圓團圓團圓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 恭祝你恭祝你恭祝你恭祝你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21/8 28/8 4/9 11/9 18/9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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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暑暑暑         假假假假 開學禮開學禮開學禮開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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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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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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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家長學校家長學校家長學校家長 

福音工作福音工作福音工作福音工作 
--- 

升團後團升團後團升團後團升團後團

友適應友適應友適應友適應 
--- 

肢體靈修肢體靈修肢體靈修肢體靈修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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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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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21/8 28/8 4/9 11/9 18/9 25/9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九主日第九主日第九主日第九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主日第十主日第十主日第十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一主日第十一主日第十一主日第十一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二第十二第十二第十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三主日第十三主日第十三主日第十三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四主日第十四主日第十四主日第十四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    

((((綠綠綠綠))))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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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冼杞烈校長冼杞烈校長冼杞烈校長冼杞烈校長    吳吳吳吳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    王國江校長王國江校長王國江校長王國江校長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卜莎崙牧師卜莎崙牧師卜莎崙牧師卜莎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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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吳吳吳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    ------------    吳吳吳吳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    ------------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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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歐陽國斌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賽賽賽賽 56: 1, 6-8 

羅羅羅羅 11: 1-2 上上上上, 

29 - 32 

太太太太 15: 10-28 

賽賽賽賽 51: 1 - 6 

羅羅羅羅 12: 1 - 8 

太太太太 16: 13-20 

耶耶耶耶 15:15-21 

羅羅羅羅 12: 9 - 21 

太太太太 16: 21-28 

結結結結 33:7-11 

羅羅羅羅 13:8-14 

太太太太 18:15-20 

創創創創 50:15-21 

羅羅羅羅 14: 1-12 

太太太太 18:21-35 

拿拿拿拿 3:10-4:11 

腓腓腓腓 1: 21-30 

太太太太 20: 1-16 

結結結結 18: 1-4, 

25 – 32 

腓腓腓腓 2: 1-13 

太太太太 21: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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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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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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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 

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    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    ------------    張張張張        海海海海    ------------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12, 513,12, 513,12, 513,12, 51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9,109,109,109,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5, 518265, 518265, 518265, 518    

63, 425,63, 425,63, 425,63, 425,    

頌頌頌頌新新新新 107,107,107,107,    

415415415415    

23, 403, 23, 403, 23, 403, 23, 403,     

500, 500, 500, 500,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7,267,267,26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9393939    

210, 439,210, 439,210, 439,210, 43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0,90,90,90,    

505505505505    

217, 356,217, 356,217, 356,217, 35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6,96,96,96,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1, 261, 261, 26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5115115115    

28, 316,28, 316,28, 316,28, 31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6,86,86,86,    

355355355355    

44, 398,44, 398,44, 398,44, 398,    

433,433,433,433,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5, 65, 65, 65,     

227227227227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佳佳佳佳 10 10 10 10 佳佳佳佳 63636363    

佳佳佳佳    80808080    
------------    

佳佳佳佳 10 10 10 10 佳佳佳佳 76767676    

佳佳佳佳    82828282    
------------    

同心聚集同心聚集同心聚集同心聚集    

佳佳佳佳 14 14 14 14 佳佳佳佳 82828282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梁梁梁梁        笑笑笑笑        琼琼琼琼    李李李李        慈慈慈慈        英英英英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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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趙趙趙趙        仕仕仕仕        傑傑傑傑    盧盧盧盧            韻韻韻韻            怡怡怡怡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歐歐歐歐    陽陽陽陽    國國國國    斌斌斌斌    譚譚譚譚            志志志志            雄雄雄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