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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念懷念懷念懷念、、、、珍惜珍惜珍惜珍惜、、、、承傳承傳承傳承傳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因為工作的需要因為工作的需要因為工作的需要因為工作的需要，，，，需於早兩至三個月份前開始為農曆年假前後為走貨事宜作好安需於早兩至三個月份前開始為農曆年假前後為走貨事宜作好安需於早兩至三個月份前開始為農曆年假前後為走貨事宜作好安需於早兩至三個月份前開始為農曆年假前後為走貨事宜作好安

排排排排。。。。今年的預備會議後今年的預備會議後今年的預備會議後今年的預備會議後，，，，眾同事便無所不談的分享有關農曆年的種種話題眾同事便無所不談的分享有關農曆年的種種話題眾同事便無所不談的分享有關農曆年的種種話題眾同事便無所不談的分享有關農曆年的種種話題，，，，當中最吸引當中最吸引當中最吸引當中最吸引

的的的的，，，，當然就是如何好好利用我們那十二天的假期當然就是如何好好利用我們那十二天的假期當然就是如何好好利用我們那十二天的假期當然就是如何好好利用我們那十二天的假期。。。。大家紛紛在分享著各自外遊的計劃大家紛紛在分享著各自外遊的計劃大家紛紛在分享著各自外遊的計劃大家紛紛在分享著各自外遊的計劃，，，，

或者如何多取幾天假期或者如何多取幾天假期或者如何多取幾天假期或者如何多取幾天假期，，，，來一個十六天精華遊來一個十六天精華遊來一個十六天精華遊來一個十六天精華遊。。。。當然當然當然當然，，，，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個個個個最受歡迎最受歡迎最受歡迎最受歡迎的的的的話題話題話題話題，，，，便是一便是一便是一便是一

切有關過年傳統時節食品切有關過年傳統時節食品切有關過年傳統時節食品切有關過年傳統時節食品、、、、習俗習俗習俗習俗…………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公司裡有四個年紀比我輕的女同事公司裡有四個年紀比我輕的女同事公司裡有四個年紀比我輕的女同事公司裡有四個年紀比我輕的女同事，，，，另有一個跟我年另有一個跟我年另有一個跟我年另有一個跟我年齡相若的同事齡相若的同事齡相若的同事齡相若的同事，，，，最後還有三位最後還有三位最後還有三位最後還有三位

比我年長的姐姐比我年長的姐姐比我年長的姐姐比我年長的姐姐/姨姨同事姨姨同事姨姨同事姨姨同事。。。。三個年齡層對於三個年齡層對於三個年齡層對於三個年齡層對於歡歡歡歡渡春節一事上渡春節一事上渡春節一事上渡春節一事上，，，，有著完全不有著完全不有著完全不有著完全不同同同同深淺程度的深淺程度的深淺程度的深淺程度的

投入及感受投入及感受投入及感受投入及感受。。。。總結大致如下總結大致如下總結大致如下總結大致如下：：：：         

 

少女同事們少女同事們少女同事們少女同事們，，，，對農曆年假沒甚麼感覺對農曆年假沒甚麼感覺對農曆年假沒甚麼感覺對農曆年假沒甚麼感覺，，，，就只是放假就只是放假就只是放假就只是放假，，，，休息休息休息休息，，，，玩樂玩樂玩樂玩樂，，，，不用上班的日子不用上班的日子不用上班的日子不用上班的日子。。。。

跟聖誕節相比較跟聖誕節相比較跟聖誕節相比較跟聖誕節相比較，，，，應該是聖誕節更能感受到節日氣氛應該是聖誕節更能感受到節日氣氛應該是聖誕節更能感受到節日氣氛應該是聖誕節更能感受到節日氣氛。。。。 

 

就我而已就我而已就我而已就我而已，，，，現在的農曆年假現在的農曆年假現在的農曆年假現在的農曆年假，，，，真的跟之前有很大的分別真的跟之前有很大的分別真的跟之前有很大的分別真的跟之前有很大的分別。。。。現在都只是簡單的打掃一現在都只是簡單的打掃一現在都只是簡單的打掃一現在都只是簡單的打掃一

下及佈置家中四周下及佈置家中四周下及佈置家中四周下及佈置家中四周；；；；年初二煮一頓可以讓全家人也食得開開心心的晚飯年初二煮一頓可以讓全家人也食得開開心心的晚飯年初二煮一頓可以讓全家人也食得開開心心的晚飯年初二煮一頓可以讓全家人也食得開開心心的晚飯。。。。但只有這些但只有這些但只有這些但只有這些，，，，

感覺就好像欠了甚麼感覺就好像欠了甚麼感覺就好像欠了甚麼感覺就好像欠了甚麼，，，，缺了甚麼缺了甚麼缺了甚麼缺了甚麼似的似的似的似的。。。。因此無聊的我因此無聊的我因此無聊的我因此無聊的我，，，，最後花了一個晚上呆在家中最後花了一個晚上呆在家中最後花了一個晚上呆在家中最後花了一個晚上呆在家中，，，，一一一一

直想著直想著直想著直想著，，，，想著想著想著想著。。。。最終讓我想最終讓我想最終讓我想最終讓我想起我年紀很小很小起我年紀很小很小起我年紀很小很小起我年紀很小很小時時時時的一些零碎片斷的一些零碎片斷的一些零碎片斷的一些零碎片斷。。。。相信年輕的未必全部相信年輕的未必全部相信年輕的未必全部相信年輕的未必全部

經歷過經歷過經歷過經歷過，，，，但年長的一定會非常回味但年長的一定會非常回味但年長的一定會非常回味但年長的一定會非常回味。。。。 

 

一一一一. 過年前過年前過年前過年前，，，，一定會不論長幼一定會不論長幼一定會不論長幼一定會不論長幼，，，，舉家一起打掃舉家一起打掃舉家一起打掃舉家一起打掃，，，，還要重新粉飾家中牆壁還要重新粉飾家中牆壁還要重新粉飾家中牆壁還要重新粉飾家中牆壁，，，，鐵閘等鐵閘等鐵閘等鐵閘等，，，，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浩大浩大浩大浩大。。。。 

二二二二. 大除夕一定要一家人齊齊整整食團年飯大除夕一定要一家人齊齊整整食團年飯大除夕一定要一家人齊齊整整食團年飯大除夕一定要一家人齊齊整整食團年飯，，，，不能因不能因不能因不能因任何事任何事任何事任何事而獲得豁免而獲得豁免而獲得豁免而獲得豁免。。。。 

三三三三. 大除夕下午大除夕下午大除夕下午大除夕下午，，，，嫲嫲總喜歡帶我到市場買兩隻活生生的雞嫲嫲總喜歡帶我到市場買兩隻活生生的雞嫲嫲總喜歡帶我到市場買兩隻活生生的雞嫲嫲總喜歡帶我到市場買兩隻活生生的雞，，，，兩條活生生的魚回家兩條活生生的魚回家兩條活生生的魚回家兩條活生生的魚回家。。。。生生生生

雞在雞在雞在雞在手中的紙袋手中的紙袋手中的紙袋手中的紙袋內跳動內跳動內跳動內跳動，，，，應該年輕的弟兄姊妹都未試過應該年輕的弟兄姊妹都未試過應該年輕的弟兄姊妹都未試過應該年輕的弟兄姊妹都未試過。。。。 

四四四四. 還有每年除夕晚逛花市還有每年除夕晚逛花市還有每年除夕晚逛花市還有每年除夕晚逛花市，，，，睡前有新睡衣睡前有新睡衣睡前有新睡衣睡前有新睡衣，，，，換好新床舖換好新床舖換好新床舖換好新床舖，，，，媽媽給我們壓歲錢放枕頭下媽媽給我們壓歲錢放枕頭下媽媽給我們壓歲錢放枕頭下媽媽給我們壓歲錢放枕頭下。。。。 

五五五五. 除夕為爸媽守歲的習俗除夕為爸媽守歲的習俗除夕為爸媽守歲的習俗除夕為爸媽守歲的習俗。。。。 

總是一件又一件令人回味的往事總是一件又一件令人回味的往事總是一件又一件令人回味的往事總是一件又一件令人回味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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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當然當然當然，，，，那些比我更年長的姐姐那些比我更年長的姐姐那些比我更年長的姐姐那些比我更年長的姐姐/姨姨姨姨姨姨姨姨，，，，她們的回味更是精彩她們的回味更是精彩她們的回味更是精彩她們的回味更是精彩。。。。不論是寫揮春不論是寫揮春不論是寫揮春不論是寫揮春、、、、對聯對聯對聯對聯、、、、

畫年畫畫年畫畫年畫畫年畫、、、、舞獅舞獅舞獅舞獅、、、、舞龍舞龍舞龍舞龍、、、、放放放放爆竹爆竹爆竹爆竹、、、、放鞭炮放鞭炮放鞭炮放鞭炮…………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但隨著時代進但隨著時代進但隨著時代進但隨著時代進步步步步，，，，生活中很多的傳統習俗生活中很多的傳統習俗生活中很多的傳統習俗生活中很多的傳統習俗，，，，往往在年復年的歲往往在年復年的歲往往在年復年的歲往往在年復年的歲月月月月中中中中，，，，習以為常習以為常習以為常習以為常，，，，進進進進

而被簡化而被簡化而被簡化而被簡化，，，，棄掉棄掉棄掉棄掉。。。。繼而繼而繼而繼而，，，，下一代漸漸地失去了承傳上一代傳統的機會下一代漸漸地失去了承傳上一代傳統的機會下一代漸漸地失去了承傳上一代傳統的機會下一代漸漸地失去了承傳上一代傳統的機會，，，，來不及思想來不及思想來不及思想來不及思想，，，，感感感感

受及珍惜受及珍惜受及珍惜受及珍惜，，，，已經悄悄溜走已經悄悄溜走已經悄悄溜走已經悄悄溜走。。。。如剛剛過去的中秋節主日崇拜如剛剛過去的中秋節主日崇拜如剛剛過去的中秋節主日崇拜如剛剛過去的中秋節主日崇拜，，，，大家不是也對禮儀行動中的大家不是也對禮儀行動中的大家不是也對禮儀行動中的大家不是也對禮儀行動中的

“菱角菱角菱角菱角”非常感興趣嗎非常感興趣嗎非常感興趣嗎非常感興趣嗎？？？？不論是年長的不論是年長的不論是年長的不論是年長的，，，，年幼的年幼的年幼的年幼的，，，，都有某種都有某種都有某種都有某種程程程程度的感覺在當中度的感覺在當中度的感覺在當中度的感覺在當中。。。。 

 

回想起崇拜回想起崇拜回想起崇拜回想起崇拜裡裡裡裡的禮儀的禮儀的禮儀的禮儀，，，，當中每一個禮儀環節當中每一個禮儀環節當中每一個禮儀環節當中每一個禮儀環節，，，，都是主都是主都是主都是主上帝上帝上帝上帝開放祂自己來讓我們可以開放祂自己來讓我們可以開放祂自己來讓我們可以開放祂自己來讓我們可以

到祂跟前來到祂跟前來到祂跟前來到祂跟前來，，，，肢體肢體肢體肢體一同敬拜一同敬拜一同敬拜一同敬拜，，，，領受領受領受領受主所主所主所主所賜賜賜賜的道的道的道的道，，，，並傳揚出去並傳揚出去並傳揚出去並傳揚出去。。。。唯有在崇拜中謙卑倒空自唯有在崇拜中謙卑倒空自唯有在崇拜中謙卑倒空自唯有在崇拜中謙卑倒空自

己己己己，，，，讓主教導你讓主教導你讓主教導你讓主教導你，，，，與祂相遇與祂相遇與祂相遇與祂相遇，，，，我們才可以讓我們的靈我們才可以讓我們的靈我們才可以讓我們的靈我們才可以讓我們的靈、、、、魂魂魂魂、、、、體被主所澆灌體被主所澆灌體被主所澆灌體被主所澆灌，，，，充滿充滿充滿充滿。。。。心裡心裡心裡心裡

更火熱更火熱更火熱更火熱，，，，時刻儆醒謙卑等候主時刻儆醒謙卑等候主時刻儆醒謙卑等候主時刻儆醒謙卑等候主。。。。 

 

11 月月月月 20 日是教會年中的基督君王日日是教會年中的基督君王日日是教會年中的基督君王日日是教會年中的基督君王日。。。。11 月月月月 27 日是教會年中的將臨期第一主日日是教會年中的將臨期第一主日日是教會年中的將臨期第一主日日是教會年中的將臨期第一主日。。。。 

讓我們記著主耶穌基督已得勝為王讓我們記著主耶穌基督已得勝為王讓我們記著主耶穌基督已得勝為王讓我們記著主耶穌基督已得勝為王，，，，並讓我們好好在將臨期中預備主的再來並讓我們好好在將臨期中預備主的再來並讓我們好好在將臨期中預備主的再來並讓我們好好在將臨期中預備主的再來，，，，經歷主的經歷主的經歷主的經歷主的

臨在臨在臨在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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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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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5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6 人人人人；；；；

領餐人數平均為領餐人數平均為領餐人數平均為領餐人數平均為 72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2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0 人人人人。。。。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於於於於 10 月月月月 30 日崇拜後舉行之教會旅行重聚日日崇拜後舉行之教會旅行重聚日日崇拜後舉行之教會旅行重聚日日崇拜後舉行之教會旅行重聚日，，，，連同教牧連同教牧連同教牧連同教牧(2 位位位位)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31 人出席人出席人出席人出席，，，，除回顧當日所拍照片除回顧當日所拍照片除回顧當日所拍照片除回顧當日所拍照片，，，，更有短講更有短講更有短講更有短講、、、、介紹教會介紹教會介紹教會介紹教會、、、、照片競猜遊戲照片競猜遊戲照片競猜遊戲照片競猜遊戲，，，，

簡單午膳及彼此交流簡單午膳及彼此交流簡單午膳及彼此交流簡單午膳及彼此交流，，，，氣氛和諧氣氛和諧氣氛和諧氣氛和諧、、、、輕鬆輕鬆輕鬆輕鬆，，，，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 

3.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與禾信家教會合辦之與禾信家教會合辦之與禾信家教會合辦之與禾信家教會合辦之「「「「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第一次聚會已於第一次聚會已於第一次聚會已於第一次聚會已於 10 月月月月 21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

有有有有 23 位家長出席位家長出席位家長出席位家長出席。。。。當日有介紹當日有介紹當日有介紹當日有介紹、、、、寫心聲期望時段寫心聲期望時段寫心聲期望時段寫心聲期望時段、、、、午膳及彼此交流認午膳及彼此交流認午膳及彼此交流認午膳及彼此交流認

識識識識，，，，各人盡興而歸各人盡興而歸各人盡興而歸各人盡興而歸。。。。下次聚會時間為下次聚會時間為下次聚會時間為下次聚會時間為 11 月月月月 18 日早上日早上日早上日早上 10:30 – 12:00。。。。 

4.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恩恩恩恩頤居定於頤居定於頤居定於頤居定於 11 月月月月 13 日下午三時假天恩堂舉行開幕感恩崇拜暨開放日下午三時假天恩堂舉行開幕感恩崇拜暨開放日下午三時假天恩堂舉行開幕感恩崇拜暨開放日下午三時假天恩堂舉行開幕感恩崇拜暨開放

日日日日，，，，歡迎肢體前往參加及參觀歡迎肢體前往參加及參觀歡迎肢體前往參加及參觀歡迎肢體前往參加及參觀。。。。 

5. 本會社會服務部前副總幹事胡鄭素芳女士已於本會社會服務部前副總幹事胡鄭素芳女士已於本會社會服務部前副總幹事胡鄭素芳女士已於本會社會服務部前副總幹事胡鄭素芳女士已於 10 月月月月 10 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喪喪喪喪

禮亦已於禮亦已於禮亦已於禮亦已於 11 月月月月 5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求上帝安慰胡醫生及其家人求上帝安慰胡醫生及其家人求上帝安慰胡醫生及其家人求上帝安慰胡醫生及其家人。。。。 

6. 本堂已開始致送本堂已開始致送本堂已開始致送本堂已開始致送 2012 年年年年「「「「信徒箴言信徒箴言信徒箴言信徒箴言」」」」給教友給教友給教友給教友，，，，另長者亦會收到大字版另長者亦會收到大字版另長者亦會收到大字版另長者亦會收到大字版

聖經日曆聖經日曆聖經日曆聖經日曆，，，，請肢體垂注請肢體垂注請肢體垂注請肢體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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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譚淑婷姊妹譚淑婷姊妹譚淑婷姊妹譚淑婷姊妹已完成八已完成八已完成八已完成八次次次次化化化化療療療療及標靶藥治療及標靶藥治療及標靶藥治療及標靶藥治療，，，，腫瘤腫瘤腫瘤腫瘤已縮已縮已縮已縮細細細細，，，，但療後有手指痳痺的副但療後有手指痳痺的副但療後有手指痳痺的副但療後有手指痳痺的副

作用作用作用作用，，，，請繼續代禱請繼續代禱請繼續代禱請繼續代禱。。。。 

2. 鄧敏馨姊妹因工傷鄧敏馨姊妹因工傷鄧敏馨姊妹因工傷鄧敏馨姊妹因工傷，，，，腳骨碎裂腳骨碎裂腳骨碎裂腳骨碎裂，，，，正治療中正治療中正治療中正治療中，，，，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3. 賴步雲伯伯曾跌倒傷及眼角賴步雲伯伯曾跌倒傷及眼角賴步雲伯伯曾跌倒傷及眼角賴步雲伯伯曾跌倒傷及眼角，，，，現已復原現已復原現已復原現已復原。。。。謝玉冰婆婆則類風濕關節炎經常復發謝玉冰婆婆則類風濕關節炎經常復發謝玉冰婆婆則類風濕關節炎經常復發謝玉冰婆婆則類風濕關節炎經常復發，，，，

影響生活及行動影響生活及行動影響生活及行動影響生活及行動。。。。 

4. 周新喜婆婆全身發震周新喜婆婆全身發震周新喜婆婆全身發震周新喜婆婆全身發震，，，，經醫生診斷後已在家休養經醫生診斷後已在家休養經醫生診斷後已在家休養經醫生診斷後已在家休養。。。。 

5. 陳天賜小朋友曾被燙傷陳天賜小朋友曾被燙傷陳天賜小朋友曾被燙傷陳天賜小朋友曾被燙傷，，，，現已完全康復現已完全康復現已完全康復現已完全康復。。。。 

6. 陳巧銀婆婆右膝退化陳巧銀婆婆右膝退化陳巧銀婆婆右膝退化陳巧銀婆婆右膝退化，，，，痛楚得不能走動痛楚得不能走動痛楚得不能走動痛楚得不能走動，，，，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7. 李金玉婆婆曾因肺炎李金玉婆婆曾因肺炎李金玉婆婆曾因肺炎李金玉婆婆曾因肺炎，，，，血色素血色素血色素血色素偏低入住醫院偏低入住醫院偏低入住醫院偏低入住醫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 

8. 魏書如弟兄也經常傷風咳嗽魏書如弟兄也經常傷風咳嗽魏書如弟兄也經常傷風咳嗽魏書如弟兄也經常傷風咳嗽，，，，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9. 張振平夫婦關節及肌肉抽搐疼痛致不能入眠張振平夫婦關節及肌肉抽搐疼痛致不能入眠張振平夫婦關節及肌肉抽搐疼痛致不能入眠張振平夫婦關節及肌肉抽搐疼痛致不能入眠，，，，影響精神及體力影響精神及體力影響精神及體力影響精神及體力，，，，求主憐憫醫治求主憐憫醫治求主憐憫醫治求主憐憫醫治。。。。 

10. 曾蓮珠婆婆亦因雙腳無力曾蓮珠婆婆亦因雙腳無力曾蓮珠婆婆亦因雙腳無力曾蓮珠婆婆亦因雙腳無力，，，，無法經常無法經常無法經常無法經常走走走走動動動動，，，，影響生活影響生活影響生活影響生活。。。。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世界經濟世界經濟世界經濟世界經濟、、、、政局動盪政局動盪政局動盪政局動盪、、、、高通漲高通漲高通漲高通漲影響影響影響影響民生代禱民生代禱民生代禱民生代禱。。。。 

2. 為為為為非洲旱災非洲旱災非洲旱災非洲旱災、、、、曼谷水災造成的傷亡曼谷水災造成的傷亡曼谷水災造成的傷亡曼谷水災造成的傷亡禱禱禱禱告告告告。。。。 

3. 為為為為本本本本堂肢體身體健康禱告堂肢體身體健康禱告堂肢體身體健康禱告堂肢體身體健康禱告，，，，特別患病及年長肢體特別患病及年長肢體特別患病及年長肢體特別患病及年長肢體。。。。 

4. 為為為為本本本本堂聖工堂聖工堂聖工堂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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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復興我們求主復興我們求主復興我們求主復興我們。。。。 

    2011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2011 年年年年 12 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負責部門負責部門負責部門負責部門 

十十十十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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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日日日)     崇拜小組集思會崇拜小組集思會崇拜小組集思會崇拜小組集思會    崇拜小組成員崇拜小組成員崇拜小組成員崇拜小組成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7(日日日日)     社會服務周年感恩大會社會服務周年感恩大會社會服務周年感恩大會社會服務周年感恩大會    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 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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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04(日日日日)     崇拜禮儀小組會議崇拜禮儀小組會議崇拜禮儀小組會議崇拜禮儀小組會議    小組成員小組成員小組成員小組成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04(日日日日)     執事會會議執事會會議執事會會議執事會會議    本堂執事本堂執事本堂執事本堂執事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06(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    本會教牧本會教牧本會教牧本會教牧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08(四四四四)     斐濟短宣斐濟短宣斐濟短宣斐濟短宣 24242424 天天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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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日日日)     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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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一一一一)     柬埔寨聖誕短宣柬埔寨聖誕短宣柬埔寨聖誕短宣柬埔寨聖誕短宣 5555 天天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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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日日日)     聖誕聯聖誕聯聖誕聯聖誕聯歡會歡會歡會歡會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31(六六六六)     合團倒數合團倒數合團倒數合團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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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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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 
 

 

 為團契感恩為團契感恩為團契感恩為團契感恩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同工同工同工同工) 

    

我為團契感恩我為團契感恩我為團契感恩我為團契感恩。。。。不是為本堂哪一個團契不是為本堂哪一個團契不是為本堂哪一個團契不是為本堂哪一個團契，，，，也不是為團契的出席率也不是為團契的出席率也不是為團契的出席率也不是為團契的出席率，，，，團友人團友人團友人團友人

數數數數，，，，或聚會氣氛而感恩或聚會氣氛而感恩或聚會氣氛而感恩或聚會氣氛而感恩；；；；只單純為着團契是主上帝的恩賜只單純為着團契是主上帝的恩賜只單純為着團契是主上帝的恩賜只單純為着團契是主上帝的恩賜，，，，就足應為她而感就足應為她而感就足應為她而感就足應為她而感

恩恩恩恩。。。。在團契裡在團契裡在團契裡在團契裡，，，，有主叫門徒要有主叫門徒要有主叫門徒要有主叫門徒要「「「「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彼此相愛」」」」的命令的命令的命令的命令（（（（約約約約 13:3413:3413:3413:34----35353535），），），），有有有有「「「「盡盡盡盡

心盡性盡意愛主上帝心盡性盡意愛主上帝心盡性盡意愛主上帝心盡性盡意愛主上帝，，，，又愛人如己又愛人如己又愛人如己又愛人如己」」」」的誡命的誡命的誡命的誡命（（（（太太太太 22:3722:3722:3722:37），），），），有有有有「「「「你們願意人怎你們願意人怎你們願意人怎你們願意人怎

樣待你們樣待你們樣待你們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你們也要怎樣待人」」」」的金律的金律的金律的金律（（（（太太太太 7:127:127:127:12），），），），更有主必與團契更有主必與團契更有主必與團契更有主必與團契（（（（信徒信徒信徒信徒

群體群體群體群體））））同在的應許同在的應許同在的應許同在的應許（（（（太太太太 18:2018:2018:2018:20）。）。）。）。為着這一切為着這一切為着這一切為着這一切，，，，豈不是已足夠信徒深切感恩嗎豈不是已足夠信徒深切感恩嗎豈不是已足夠信徒深切感恩嗎豈不是已足夠信徒深切感恩嗎？？？？    

    

我為團契感恩我為團契感恩我為團契感恩我為團契感恩。。。。不是為她依循哪一種模式不是為她依循哪一種模式不是為她依循哪一種模式不是為她依循哪一種模式、、、、學說學說學說學說、、、、架構而得以體現出來而架構而得以體現出來而架構而得以體現出來而架構而得以體現出來而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只單純為着團契是主耶穌基督的門徒為實踐主的使命只單純為着團契是主耶穌基督的門徒為實踐主的使命只單純為着團契是主耶穌基督的門徒為實踐主的使命只單純為着團契是主耶穌基督的門徒為實踐主的使命，，，，在各處傳揚使在各處傳揚使在各處傳揚使在各處傳揚使

人得生命的救恩時人得生命的救恩時人得生命的救恩時人得生命的救恩時，，，，同時建立教會同時建立教會同時建立教會同時建立教會，，，，叫個別信徒能在有主同在的信仰群體中叫個別信徒能在有主同在的信仰群體中叫個別信徒能在有主同在的信仰群體中叫個別信徒能在有主同在的信仰群體中

繼續成長繼續成長繼續成長繼續成長，，，，藉着詩歌頌唱藉着詩歌頌唱藉着詩歌頌唱藉着詩歌頌唱、、、、主純正話語的學習主純正話語的學習主純正話語的學習主純正話語的學習／／／／互勉互勉互勉互勉，，，，信心得堅固信心得堅固信心得堅固信心得堅固，，，，在抵擋在抵擋在抵擋在抵擋

來自世界的惡者來自世界的惡者來自世界的惡者來自世界的惡者、、、、信徒內心的老我的各樣試探時信徒內心的老我的各樣試探時信徒內心的老我的各樣試探時信徒內心的老我的各樣試探時，，，，仍舊得以站立得住直到主仍舊得以站立得住直到主仍舊得以站立得住直到主仍舊得以站立得住直到主

再來再來再來再來。。。。為着這一切為着這一切為着這一切為着這一切，，，，豈不是已足夠我們深切感恩嗎豈不是已足夠我們深切感恩嗎豈不是已足夠我們深切感恩嗎豈不是已足夠我們深切感恩嗎？？？？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團契是主上帝預備信徒在其中成長的一個重要據點團契是主上帝預備信徒在其中成長的一個重要據點團契是主上帝預備信徒在其中成長的一個重要據點團契是主上帝預備信徒在其中成長的一個重要據點。。。。在其中在其中在其中在其中，，，，卑微卑微卑微卑微、、、、

破碎的破碎的破碎的破碎的「「「「我我我我」」」」被別人接納被別人接納被別人接納被別人接納，，，，也在裡頭的成長過程中也在裡頭的成長過程中也在裡頭的成長過程中也在裡頭的成長過程中，，，，學習接納其他與學習接納其他與學習接納其他與學習接納其他與「「「「我我我我」」」」

一樣是卑微一樣是卑微一樣是卑微一樣是卑微、、、、破碎的人破碎的人破碎的人破碎的人。。。。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團契從來都不是一個封閉形的團契從來都不是一個封閉形的團契從來都不是一個封閉形的團契從來都不是一個封閉形的，，，，而是開放形而是開放形而是開放形而是開放形

的信仰群體的信仰群體的信仰群體的信仰群體；；；；開放開放開放開放────────不單是說其架構上接納新成員的加入不單是說其架構上接納新成員的加入不單是說其架構上接納新成員的加入不單是說其架構上接納新成員的加入／／／／升團上來升團上來升團上來升團上來，，，，和和和和

舊成員的離去舊成員的離去舊成員的離去舊成員的離去／／／／升團上去升團上去升團上去升團上去，，，，更是指出在享受上帝所賦予其中的美善的同時更是指出在享受上帝所賦予其中的美善的同時更是指出在享受上帝所賦予其中的美善的同時更是指出在享受上帝所賦予其中的美善的同時，，，，

每一個團友都是向着其他加於己身的挫敗每一個團友都是向着其他加於己身的挫敗每一個團友都是向着其他加於己身的挫敗每一個團友都是向着其他加於己身的挫敗、、、、苦惱苦惱苦惱苦惱、、、、陌生陌生陌生陌生、、、、異類抱有開放接納異類抱有開放接納異類抱有開放接納異類抱有開放接納

的心的心的心的心。。。。認定它們是上帝所容許而憑信接納認定它們是上帝所容許而憑信接納認定它們是上帝所容許而憑信接納認定它們是上帝所容許而憑信接納，，，，也就是稱之為基督徒的順服生命也就是稱之為基督徒的順服生命也就是稱之為基督徒的順服生命也就是稱之為基督徒的順服生命，，，，

因為我們認定信仰群體之得以堅立因為我們認定信仰群體之得以堅立因為我們認定信仰群體之得以堅立因為我們認定信仰群體之得以堅立，，，，全因上帝的保守全因上帝的保守全因上帝的保守全因上帝的保守，，，，和群體成員對上帝的和群體成員對上帝的和群體成員對上帝的和群體成員對上帝的

全然信靠全然信靠全然信靠全然信靠，，，，而不在於任何人力的操作而不在於任何人力的操作而不在於任何人力的操作而不在於任何人力的操作，，，，試圖加增群體的吸引力或可試圖加增群體的吸引力或可試圖加增群體的吸引力或可試圖加增群體的吸引力或可觀性觀性觀性觀性。。。。前前前前

者合乎上帝的心意與聖經整者合乎上帝的心意與聖經整者合乎上帝的心意與聖經整者合乎上帝的心意與聖經整全全全全的教導的教導的教導的教導，，，，後者則是鬼魔極欲撒於群體內的稗後者則是鬼魔極欲撒於群體內的稗後者則是鬼魔極欲撒於群體內的稗後者則是鬼魔極欲撒於群體內的稗

子子子子，，，，如經上所記如經上所記如經上所記如經上所記：「：「：「：「凡不出於信心凡不出於信心凡不出於信心凡不出於信心（（（（對上帝的全然信靠對上帝的全然信靠對上帝的全然信靠對上帝的全然信靠））））的都是罪的都是罪的都是罪的都是罪。」（。」（。」（。」（羅羅羅羅 14:2314:2314:2314:23））））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團契團契團契團契（（（（教會也如此教會也如此教會也如此教會也如此））））從來不努力去保證或追求要合乎人的情感需要從來不努力去保證或追求要合乎人的情感需要從來不努力去保證或追求要合乎人的情感需要從來不努力去保證或追求要合乎人的情感需要

（（（（雖然並非故意去挑釁雖然並非故意去挑釁雖然並非故意去挑釁雖然並非故意去挑釁））））────────亞倫順著以色列人的心意亞倫順著以色列人的心意亞倫順著以色列人的心意亞倫順著以色列人的心意，，，，結果造就了金牛犢結果造就了金牛犢結果造就了金牛犢結果造就了金牛犢，，，，

受咒詛的豈單是亞倫一人受咒詛的豈單是亞倫一人受咒詛的豈單是亞倫一人受咒詛的豈單是亞倫一人？（？（？（？（出出出出 32:132:132:132:1----35353535））））我們要努力的是追求在主內合一我們要努力的是追求在主內合一我們要努力的是追求在主內合一我們要努力的是追求在主內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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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能放下自己信徒能放下自己信徒能放下自己信徒能放下自己、、、、不不不不論論論論斷斷斷斷、、、、為愛主而順服為愛主而順服為愛主而順服為愛主而順服；；；；試問試問試問試問，，，，今天我們在這些的追求上今天我們在這些的追求上今天我們在這些的追求上今天我們在這些的追求上，，，，

群體或個人又成長了多少群體或個人又成長了多少群體或個人又成長了多少群體或個人又成長了多少？？？？團契團契團契團契（（（（教會也如此教會也如此教會也如此教會也如此））））從來不強調到來的人能稱心從來不強調到來的人能稱心從來不強調到來的人能稱心從來不強調到來的人能稱心

如意如意如意如意，，，，能找到他認為能找到他認為能找到他認為能找到他認為所需要的所需要的所需要的所需要的「「「「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託兒託兒託兒託兒、、、、歡樂天地歡樂天地歡樂天地歡樂天地、、、、回應個人處境的主回應個人處境的主回應個人處境的主回應個人處境的主

日學日學日學日學…………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們只應努力讓人在其中得着救恩我們只應努力讓人在其中得着救恩我們只應努力讓人在其中得着救恩我們只應努力讓人在其中得着救恩。。。。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努力，，，，必須建基於必須建基於必須建基於必須建基於

信仰之上信仰之上信仰之上信仰之上，，，，始於信仰始於信仰始於信仰始於信仰，，，，合乎信仰合乎信仰合乎信仰合乎信仰，，，，指向信仰指向信仰指向信仰指向信仰，，，，因我們是在這因我們是在這因我們是在這因我們是在這「「「「信信信信」」」」上得稱為上得稱為上得稱為上得稱為

義的義的義的義的。（。（。（。（羅羅羅羅 1:171:171:171:17））））不能逾越上帝的心意不能逾越上帝的心意不能逾越上帝的心意不能逾越上帝的心意、、、、聖經真理聖經真理聖經真理聖經真理「「「「整全的整全的整全的整全的」」」」含義含義含義含義。。。。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必須再提必須再提必須再提必須再提，，，，對任何對任何對任何對任何「「「「使人感覺良好使人感覺良好使人感覺良好使人感覺良好，，，，趨之若鶩的建議或傾向趨之若鶩的建議或傾向趨之若鶩的建議或傾向趨之若鶩的建議或傾向」」」」抱慎抱慎抱慎抱慎

思明辨思明辨思明辨思明辨、、、、步步為營的態度是合宜的步步為營的態度是合宜的步步為營的態度是合宜的步步為營的態度是合宜的，，，，信仰群體與世界的潮流大相逕庭也是可信仰群體與世界的潮流大相逕庭也是可信仰群體與世界的潮流大相逕庭也是可信仰群體與世界的潮流大相逕庭也是可

以預期的以預期的以預期的以預期的。。。。不然的話不然的話不然的話不然的話，，，，基督的十字架在哪裡呢基督的十字架在哪裡呢基督的十字架在哪裡呢基督的十字架在哪裡呢？？？？你你你你、、、、我今日所背負的又是什我今日所背負的又是什我今日所背負的又是什我今日所背負的又是什

麽呢麽呢麽呢麽呢？？？？假如進天國的門是寛的假如進天國的門是寛的假如進天國的門是寛的假如進天國的門是寛的、、、、路是大的路是大的路是大的路是大的，，，，基督又何需降世為人基督又何需降世為人基督又何需降世為人基督又何需降世為人，，，，捨身流捨身流捨身流捨身流血血血血

呢呢呢呢（（（（太太太太 7:137:137:137:13）？）？）？）？    

    

今日今日今日今日，，，，我仍為沐恩堂這大團契而感恩我仍為沐恩堂這大團契而感恩我仍為沐恩堂這大團契而感恩我仍為沐恩堂這大團契而感恩！！！！感謝主上帝不嫌這卑微感謝主上帝不嫌這卑微感謝主上帝不嫌這卑微感謝主上帝不嫌這卑微、、、、軟弱的軟弱的軟弱的軟弱的

我我我我，，，，容我藏身其中容我藏身其中容我藏身其中容我藏身其中，，，，在祂翅膀的蔭下在祂翅膀的蔭下在祂翅膀的蔭下在祂翅膀的蔭下。。。。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本本本本堂堂主任堂堂主任堂堂主任堂堂主任) 
 

 

 每年由九月開始每年由九月開始每年由九月開始每年由九月開始，，，，家中成員一個接一個的在慶祝生日家中成員一個接一個的在慶祝生日家中成員一個接一個的在慶祝生日家中成員一個接一個的在慶祝生日。。。。感謝上帝賜我一個感謝上帝賜我一個感謝上帝賜我一個感謝上帝賜我一個

和諧快樂的家庭和諧快樂的家庭和諧快樂的家庭和諧快樂的家庭，，，，兒女長大兒女長大兒女長大兒女長大，，，，各有各的理想各有各的理想各有各的理想各有各的理想，，，，又能在自己的理想中發揮又能在自己的理想中發揮又能在自己的理想中發揮又能在自己的理想中發揮，，，，更更更更

感安慰的是他們仍在上帝的救恩中感安慰的是他們仍在上帝的救恩中感安慰的是他們仍在上帝的救恩中感安慰的是他們仍在上帝的救恩中，，，，在信仰路上不斷經歷在信仰路上不斷經歷在信仰路上不斷經歷在信仰路上不斷經歷。。。。 

 

 

 記得自己在生日那天記得自己在生日那天記得自己在生日那天記得自己在生日那天，，，，剛巧是社會服務部開會剛巧是社會服務部開會剛巧是社會服務部開會剛巧是社會服務部開會，，，，總幹事倪江耀先生邀請我總幹事倪江耀先生邀請我總幹事倪江耀先生邀請我總幹事倪江耀先生邀請我

負責靈修分享負責靈修分享負責靈修分享負責靈修分享。。。。當我分享到自己在此歲數下仍能當我分享到自己在此歲數下仍能當我分享到自己在此歲數下仍能當我分享到自己在此歲數下仍能健康地服事上帝時健康地服事上帝時健康地服事上帝時健康地服事上帝時，，，，大家都大家都大家都大家都

不約而同地以驚訝及懷疑的眼神望着我不約而同地以驚訝及懷疑的眼神望着我不約而同地以驚訝及懷疑的眼神望着我不約而同地以驚訝及懷疑的眼神望着我，，，，並問並問並問並問：「：「：「：「你真的那麼大年紀你真的那麼大年紀你真的那麼大年紀你真的那麼大年紀？！」？！」？！」？！」 

 

 

 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讓我擁有一個比實際年齡還年輕得多的外讓我擁有一個比實際年齡還年輕得多的外讓我擁有一個比實際年齡還年輕得多的外讓我擁有一個比實際年齡還年輕得多的外貌和體力貌和體力貌和體力貌和體力，，，，若不是上若不是上若不是上若不是上

帝的恩賜帝的恩賜帝的恩賜帝的恩賜，，，，今天的我或許百病叢生今天的我或許百病叢生今天的我或許百病叢生今天的我或許百病叢生、、、、行動遲緩行動遲緩行動遲緩行動遲緩、、、、記憶力減退記憶力減退記憶力減退記憶力減退……………………，，，，又焉能健又焉能健又焉能健又焉能健

健康康地事奉健康康地事奉健康康地事奉健康康地事奉，，，，並開開心心地慶祝並開開心心地慶祝並開開心心地慶祝並開開心心地慶祝「「「「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呢呢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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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濟短宣探訪八天團斐濟短宣探訪八天團斐濟短宣探訪八天團斐濟短宣探訪八天團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3/2/2012 – 1/3/2012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認識工場及探訪宣教士認識工場及探訪宣教士認識工場及探訪宣教士認識工場及探訪宣教士 

 

 

主前代求主前代求主前代求主前代求: 

1. 本會海宣部財政不敷本會海宣部財政不敷本會海宣部財政不敷本會海宣部財政不敷，，，，又復加上要支援泰國水災又復加上要支援泰國水災又復加上要支援泰國水災又復加上要支援泰國水災，，，，極需你們給予極需你們給予極需你們給予極需你們給予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票抬頭祈付支票抬頭祈付支票抬頭祈付支票抬頭祈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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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為水災災民心靈為水災災民心靈為水災災民心靈為水災災民心靈、、、、救援工作及災後重建工作代禱救援工作及災後重建工作代禱救援工作及災後重建工作代禱救援工作及災後重建工作代禱。。。。 

2. 為泰國東北兩個堂會傳道人為泰國東北兩個堂會傳道人為泰國東北兩個堂會傳道人為泰國東北兩個堂會傳道人 Rev. Subin 及及及及 Rev. Suthin 得醫治祈禱得醫治祈禱得醫治祈禱得醫治祈禱，，，，Rev. Subin 患有患有患有患有

血壓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高，，，，Rev. Suthin 操勞過度得了嚴重的肺結核操勞過度得了嚴重的肺結核操勞過度得了嚴重的肺結核操勞過度得了嚴重的肺結核。。。。 

3. 為歐陽雪玲姑娘申請續期居留及工作簽證順利代禱為歐陽雪玲姑娘申請續期居留及工作簽證順利代禱為歐陽雪玲姑娘申請續期居留及工作簽證順利代禱為歐陽雪玲姑娘申請續期居留及工作簽證順利代禱。。。。 

 

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 

1. 自暑期短宣隊離開後自暑期短宣隊離開後自暑期短宣隊離開後自暑期短宣隊離開後，，，，信義中心英語班學員不斷減少信義中心英語班學員不斷減少信義中心英語班學員不斷減少信義中心英語班學員不斷減少，，，，求主記念求主記念求主記念求主記念。。。。 

2. 求主帶領香港短宣隊於求主帶領香港短宣隊於求主帶領香港短宣隊於求主帶領香港短宣隊於 19-23/12 期間到金邊的孤兒院服侍期間到金邊的孤兒院服侍期間到金邊的孤兒院服侍期間到金邊的孤兒院服侍。。。。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為將要參加十二月暑期營會的兒童及青少年為將要參加十二月暑期營會的兒童及青少年為將要參加十二月暑期營會的兒童及青少年為將要參加十二月暑期營會的兒童及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家長禱告以及他們的家長禱告以及他們的家長禱告以及他們的家長禱告，，，，求主預備心靈求主預備心靈求主預備心靈求主預備心靈。。。。 

2. 願主加力給兒童日營及青少年營的導師願主加力給兒童日營及青少年營的導師願主加力給兒童日營及青少年營的導師願主加力給兒童日營及青少年營的導師，，，，求主賜眾人合一的靈求主賜眾人合一的靈求主賜眾人合一的靈求主賜眾人合一的靈，，，，能配搭事奉能配搭事奉能配搭事奉能配搭事奉。。。。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你曾否因為被邀請參加佈道隊伍你曾否因為被邀請參加佈道隊伍你曾否因為被邀請參加佈道隊伍你曾否因為被邀請參加佈道隊伍，，，，而感到而感到而感到而感到「「「「窒息窒息窒息窒息」、」、」、」、不安不安不安不安，，，，想要找個理由來想要找個理由來想要找個理由來想要找個理由來婉婉婉婉拒嗎拒嗎拒嗎拒嗎？？？？ 

當你想到要向人佈道當你想到要向人佈道當你想到要向人佈道當你想到要向人佈道，，，，會否令你感到遙不可及會否令你感到遙不可及會否令你感到遙不可及會否令你感到遙不可及，，，，甚至為此而懷疑自己甚至為此而懷疑自己甚至為此而懷疑自己甚至為此而懷疑自己？？？？ 

你會否也曾想像你會否也曾想像你會否也曾想像你會否也曾想像────────自己無拘無束地自己無拘無束地自己無拘無束地自己無拘無束地、、、、自然地與人分享福音自然地與人分享福音自然地與人分享福音自然地與人分享福音────────是多美好的事是多美好的事是多美好的事是多美好的事？？？？ 

 

與其花上餘下年日來廻避與其花上餘下年日來廻避與其花上餘下年日來廻避與其花上餘下年日來廻避，，，，遺憾遺憾遺憾遺憾，，，，或羨慕或羨慕或羨慕或羨慕，，，，不如用十六個黃昏不如用十六個黃昏不如用十六個黃昏不如用十六個黃昏，，，，驅走過去的恐懼驅走過去的恐懼驅走過去的恐懼驅走過去的恐懼，，，，疏疏疏疏

解心中的困惑解心中的困惑解心中的困惑解心中的困惑，，，，預備好自己作個福音使者預備好自己作個福音使者預備好自己作個福音使者預備好自己作個福音使者！！！！ 
 

「關懷佈道關懷佈道關懷佈道關懷佈道」課程 

快將推出快將推出快將推出快將推出，，，，敬請密切留意敬請密切留意敬請密切留意敬請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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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十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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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週週週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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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97 95 78 88 91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96 --- 23 --- --- 60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27 26 25 20 23 24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11 10 7 7 7 8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8 11 14 6 4 8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4 9 5 4 1 4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9 4 8 5 4 6 

提提提提摩太團契摩太團契摩太團契摩太團契 3 4 4 2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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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5 4 9 --- 6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 45 55 50 --- 50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2 12 12 --- 4 10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10 9 8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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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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1/11 2/11 3/11 4/11 5/11 

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 

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 

6/11 

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 

7/11 

*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 

8/11 9/11 10/11 11/11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12/11 

13/11 14/11 15/11 16/11 17/11 18/11 

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 

19/11 

20/11 21/11 22/11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23/11 24/11 25/11 26/11 

羅羅羅羅  基基基基 

27/11 

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 

28/11 

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 

29/11 

黃黃黃黃  琼琼琼琼 

30/11 

*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 

1/12 

 

2/12 

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 

3/12 

*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4/12 5/12 

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 

6/12 7/12 

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8/12 9/12 

劉啟光劉啟光劉啟光劉啟光 

10/12 

11/12 12/12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13/12 

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 

14/12 15/12 16/12 

黎英黎英黎英黎英 

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 

17/12 

18/12 

王玉珍王玉珍王玉珍王玉珍 

19/12 20/12 21/12 

李漢珏李漢珏李漢珏李漢珏 

22/12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陳悅兒陳悅兒陳悅兒陳悅兒 

23/12 24/12 

*張靜張靜張靜張靜 

25/12 26/12 27/12 28/12 29/12 30/12 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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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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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 26/11 3/12 10/12 17/12 24/12 31/12 

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3:30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單車單車單車單車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 全年倒數全年倒數全年倒數全年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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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打邊爐打邊爐打邊爐打邊爐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全年倒數全年倒數全年倒數全年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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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Q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 

運動日運動日運動日運動日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報佳音報佳音報佳音報佳音 全年倒數全年倒數全年倒數全年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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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宣分享短宣分享短宣分享短宣分享 我最愛的我最愛的我最愛的我最愛的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 

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平安夜平安夜平安夜平安夜 全年倒數全年倒數全年倒數全年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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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 --- 全年倒數全年倒數全年倒數全年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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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7/11 日日日日) 
--- 

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姊妹組

(9/12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6/12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5/12 日日日日) 
全年倒數全年倒數全年倒數全年倒數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6/11 23/11 30/11 7/12 14/12 21/12 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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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家事家事家事 

百寶箱百寶箱百寶箱百寶箱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粵曲粵曲粵曲粵曲 

十萬個十萬個十萬個十萬個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溫故溫故溫故溫故 

知新知新知新知新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 

齊歡笑齊歡笑齊歡笑齊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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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 20/11 27/11 4/12 11/12 18/12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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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技競技競技競技、、、、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聯歡聯歡聯歡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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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誕事工聖誕事工聖誕事工聖誕事工 --- 

將臨期身將臨期身將臨期身將臨期身

心靈預備心靈預備心靈預備心靈預備 
--- 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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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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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 20/11 27/11 4/12 11/12 18/12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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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二主日第廿二主日第廿二主日第廿二主日    

((((綠綠綠綠))))    

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    

    

((((白白白白))))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紫紫紫紫))))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紫紫紫紫))))    

將臨將臨將臨將臨期期期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紫紫紫紫))))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紫紫紫紫))))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白白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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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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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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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林玉嬋牧師林玉嬋牧師林玉嬋牧師林玉嬋牧師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吳劍雄牧師吳劍雄牧師吳劍雄牧師吳劍雄牧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陳錫妹牧師陳錫妹牧師陳錫妹牧師陳錫妹牧師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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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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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番番番番 1 : 7、、、、 

12 – 18 

帖前帖前帖前帖前 5: 1-11 

太太太太 25: 14-30 

民民民民 11: 4-6、、、、

10-16, 24-29 

腓腓腓腓 2: 1 – 5 

可可可可 9: 33-37 

賽賽賽賽 64 : 1 – 9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 3-9 

可可可可 13: 24-37 

賽賽賽賽 40 : 1 – 11 

彼後彼後彼後彼後 3:8-15

上上上上 

可可可可 1: 1 - 8 

賽賽賽賽 61 : 1–4, 

8 - 11 

帖前帖前帖前帖前 5:16-24

約約約約 1:6 - 8, 

19 - 28 

撒下撒下撒下撒下 7:1-11, 

16 

羅羅羅羅 16: 25-27 

路路路路 1: 26-38 

賽賽賽賽 52:7-10 

來來來來 1: 1-12 

約約約約 1: 1-14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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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 

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 

冼冼冼冼慧珊慧珊慧珊慧珊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    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    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    ------------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206, 230,206, 230,206, 230,206, 230,    

415,415,415,415,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2,62,62,62,    

190190190190    

207, 383,207, 383,207, 383,207, 383,    

41541541541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910910910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7,37,37,37,    

473, 385,473, 385,473, 385,473, 385,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9, 432269, 432269, 432269, 432    

75, 396,75, 396,75, 396,75, 39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4,14,14,14,    

377377377377    

5, 427,5, 427,5, 427,5, 42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5,15,15,15,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8, 366268, 366268, 366268, 366    

46, 81,46, 81,46, 81,46, 81,    

549,549,549,54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6161616    

101, 322101, 322101, 322101, 322    

321,321,321,321,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5,65,65,65,    

115115115115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佳佳佳佳 33 33 33 33 小小小小 6161616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21121121121    
------------    

佳佳佳佳 19 19 19 19 佳佳佳佳 1515151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21121121121    
------------    

佳佳佳佳 19191919 佳佳佳佳 69696969    

佳佳佳佳 2020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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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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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鄭鄭鄭鄭                                翠翠翠翠                            瓊瓊瓊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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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單單單                                志志志志                            榮榮榮榮    梁梁梁梁                                健健健健                            華華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