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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捐捐捐   獻獻獻獻            梁笑琼姊妹梁笑琼姊妹梁笑琼姊妹梁笑琼姊妹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教友教友教友教友) 

 
 一直也想寫關於捐獻的文章一直也想寫關於捐獻的文章一直也想寫關於捐獻的文章一直也想寫關於捐獻的文章，，，，實在已把文章於聖誕前完成實在已把文章於聖誕前完成實在已把文章於聖誕前完成實在已把文章於聖誕前完成，，，，希望趕及聖誕的月刊作希望趕及聖誕的月刊作希望趕及聖誕的月刊作希望趕及聖誕的月刊作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可惜最後也沒有把文章交給教會可惜最後也沒有把文章交給教會可惜最後也沒有把文章交給教會可惜最後也沒有把文章交給教會！！！！拿着完成的短文猶疑了很久拿着完成的短文猶疑了很久拿着完成的短文猶疑了很久拿着完成的短文猶疑了很久，，，，人大了人大了人大了人大了，，，，考慮及考慮及考慮及考慮及

顧慮也多了顧慮也多了顧慮也多了顧慮也多了。。。。 

 
 2012 年年年年 1 月份第一個主日月份第一個主日月份第一個主日月份第一個主日，，，，吳牧師講道內容為教會今年主題吳牧師講道內容為教會今年主題吳牧師講道內容為教會今年主題吳牧師講道內容為教會今年主題 - 「「「「盡職盡職盡職盡職」，」，」，」，在家庭在家庭在家庭在家庭、、、、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福音工作上的盡職福音工作上的盡職福音工作上的盡職福音工作上的盡職 (重聽可於教會網頁內的重聽可於教會網頁內的重聽可於教會網頁內的重聽可於教會網頁內的「「「「講道重溫講道重溫講道重溫講道重溫」」」」)。。。。今天希望透過文章談今天希望透過文章談今天希望透過文章談今天希望透過文章談

談在社會上的盡職談在社會上的盡職談在社會上的盡職談在社會上的盡職。。。。 

 
 本文題目為本文題目為本文題目為本文題目為「「「「捐獻捐獻捐獻捐獻」，」，」，」，不單想談基不單想談基不單想談基不單想談基督徒的奉獻督徒的奉獻督徒的奉獻督徒的奉獻，，，，也談對社會的捐助也談對社會的捐助也談對社會的捐助也談對社會的捐助。。。。聖經很多處提及聖經很多處提及聖經很多處提及聖經很多處提及

奉獻奉獻奉獻奉獻，，，，我想最為人熟悉是窮寡婦的兩個小錢我想最為人熟悉是窮寡婦的兩個小錢我想最為人熟悉是窮寡婦的兩個小錢我想最為人熟悉是窮寡婦的兩個小錢 (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 12:41-44)，，，，縱然自己不足縱然自己不足縱然自己不足縱然自己不足，，，，仍然仍然仍然仍然

憑著信心把僅餘的獻上憑著信心把僅餘的獻上憑著信心把僅餘的獻上憑著信心把僅餘的獻上。。。。主耶穌為這微不足道的奉獻特地叫門徒來為奉獻作了定義主耶穌為這微不足道的奉獻特地叫門徒來為奉獻作了定義主耶穌為這微不足道的奉獻特地叫門徒來為奉獻作了定義主耶穌為這微不足道的奉獻特地叫門徒來為奉獻作了定義。。。。人人人人

對奉獻的定義是以數目多少作評價對奉獻的定義是以數目多少作評價對奉獻的定義是以數目多少作評價對奉獻的定義是以數目多少作評價，，，，但主卻以奉獻者擁有多少作評價但主卻以奉獻者擁有多少作評價但主卻以奉獻者擁有多少作評價但主卻以奉獻者擁有多少作評價。。。。這窮寡婦的不這窮寡婦的不這窮寡婦的不這窮寡婦的不

足足足足，，，，卻將養生的一切都投上了卻將養生的一切都投上了卻將養生的一切都投上了卻將養生的一切都投上了，，，，因此她的奉獻比眾人更多因此她的奉獻比眾人更多因此她的奉獻比眾人更多因此她的奉獻比眾人更多。。。。奉獻不在乎數目多少奉獻不在乎數目多少奉獻不在乎數目多少奉獻不在乎數目多少，，，，乃在乃在乃在乃在

乎奉獻的動機乎奉獻的動機乎奉獻的動機乎奉獻的動機，，，，是否為了愛上帝而奉獻是否為了愛上帝而奉獻是否為了愛上帝而奉獻是否為了愛上帝而奉獻！！！！ 

 
 舊約時代最早出現的十分之一奉獻的例子是亞伯蘭把戰利品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舊約時代最早出現的十分之一奉獻的例子是亞伯蘭把戰利品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舊約時代最早出現的十分之一奉獻的例子是亞伯蘭把戰利品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舊約時代最早出現的十分之一奉獻的例子是亞伯蘭把戰利品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

亞伯蘭的行為表明了他向上帝的感謝亞伯蘭的行為表明了他向上帝的感謝亞伯蘭的行為表明了他向上帝的感謝亞伯蘭的行為表明了他向上帝的感謝 (創世創世創世創世記記記記 14:18-20)。。。。此外此外此外此外，，，，雅各向上帝許願雅各向上帝許願雅各向上帝許願雅各向上帝許願，，，，若上若上若上若上

帝與他同在帝與他同在帝與他同在帝與他同在，，，，保守他平安回到父家保守他平安回到父家保守他平安回到父家保守他平安回到父家，，，，凡上帝所賜給他的凡上帝所賜給他的凡上帝所賜給他的凡上帝所賜給他的，，，，他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上帝他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上帝他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上帝他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上帝 (創創創創

世記世記世記世記 28:20-22)。。。。瑪拉基書中瑪拉基書中瑪拉基書中瑪拉基書中，，，，上帝責備以色列民因藉口而不奉獻上帝責備以色列民因藉口而不奉獻上帝責備以色列民因藉口而不奉獻上帝責備以色列民因藉口而不奉獻，，，，把應該給上帝的那一把應該給上帝的那一把應該給上帝的那一把應該給上帝的那一

部份留下部份留下部份留下部份留下，，，，成為成為成為成為““““奪取上帝之物奪取上帝之物奪取上帝之物奪取上帝之物””””(瑪拉基書瑪拉基書瑪拉基書瑪拉基書 3:8)「「「「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今天我們也是否像昔日的以色列民因藉口而今天我們也是否像昔日的以色列民因藉口而今天我們也是否像昔日的以色列民因藉口而今天我們也是否像昔日的以色列民因藉口而

把十分之一奉獻留着呢把十分之一奉獻留着呢把十分之一奉獻留着呢把十分之一奉獻留着呢？？？？ 

 
 今天我們是否把十分之一作為奉獻今天我們是否把十分之一作為奉獻今天我們是否把十分之一作為奉獻今天我們是否把十分之一作為奉獻，，，，守住了上帝的教導守住了上帝的教導守住了上帝的教導守住了上帝的教導，，，，便認為餘下的十分之九是便認為餘下的十分之九是便認為餘下的十分之九是便認為餘下的十分之九是

自己當得的呢自己當得的呢自己當得的呢自己當得的呢？？？？也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去吃喝玩樂也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去吃喝玩樂也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去吃喝玩樂也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去吃喝玩樂，，，，忽視了身邊及社會上的一切忽視了身邊及社會上的一切忽視了身邊及社會上的一切忽視了身邊及社會上的一切。。。。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

教導我們要愛鄰舍教導我們要愛鄰舍教導我們要愛鄰舍教導我們要愛鄰舍。。。。那些人是我們的鄰舍呢那些人是我們的鄰舍呢那些人是我們的鄰舍呢那些人是我們的鄰舍呢？？？？我們看見弟兄姊妹赤身露體我們看見弟兄姊妹赤身露體我們看見弟兄姊妹赤身露體我們看見弟兄姊妹赤身露體，，，，是否還說是否還說是否還說是否還說：：：：

願你吃得飽願你吃得飽願你吃得飽願你吃得飽，，，，穿得暖穿得暖穿得暖穿得暖，，，，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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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吃一頓自助晚餐一般消費約今天吃一頓自助晚餐一般消費約今天吃一頓自助晚餐一般消費約今天吃一頓自助晚餐一般消費約 500 元左右元左右元左右元左右，，，，資助一個小朋友上學資助一個小朋友上學資助一個小朋友上學資助一個小朋友上學，，，，每月的費用只每月的費用只每月的費用只每月的費用只

是晚餐的一半價錢是晚餐的一半價錢是晚餐的一半價錢是晚餐的一半價錢。。。。如果要資助一個國內小孩上學更便宜如果要資助一個國內小孩上學更便宜如果要資助一個國內小孩上學更便宜如果要資助一個國內小孩上學更便宜，，，，一年的費用也只是一頓自助一年的費用也只是一頓自助一年的費用也只是一頓自助一年的費用也只是一頓自助

餐的價錢餐的價錢餐的價錢餐的價錢。。。。我很相信知識改變命運我很相信知識改變命運我很相信知識改變命運我很相信知識改變命運，，，，也改變生活也改變生活也改變生活也改變生活。。。。貧窮的地方如果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貧窮的地方如果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貧窮的地方如果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貧窮的地方如果沒有受教育的機會，，，，

貧窮和文盲便要一代代延續下去貧窮和文盲便要一代代延續下去貧窮和文盲便要一代代延續下去貧窮和文盲便要一代代延續下去。。。。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社會上還有很多慈善組織是值得我們尊敬和支持的社會上還有很多慈善組織是值得我們尊敬和支持的社會上還有很多慈善組織是值得我們尊敬和支持的社會上還有很多慈善組織是值得我們尊敬和支持的。。。。那些放下高薪安逸生活那些放下高薪安逸生活那些放下高薪安逸生活那些放下高薪安逸生活，，，，

到落後地方行醫到落後地方行醫到落後地方行醫到落後地方行醫、、、、救盲組救盲組救盲組救盲組織織織織、、、、協助落後地區人民改善耕種技術協助落後地區人民改善耕種技術協助落後地區人民改善耕種技術協助落後地區人民改善耕種技術、、、、改善水利等等改善水利等等改善水利等等改善水利等等……………………，，，，有有有有

沒有想過一頭牛沒有想過一頭牛沒有想過一頭牛沒有想過一頭牛、、、、一口井也可以成為禮物呢一口井也可以成為禮物呢一口井也可以成為禮物呢一口井也可以成為禮物呢？？？？ 

 
 當然世界各地需要別人援手的人實在太多當然世界各地需要別人援手的人實在太多當然世界各地需要別人援手的人實在太多當然世界各地需要別人援手的人實在太多，，，，也不能回應所有慈善組織的募捐也不能回應所有慈善組織的募捐也不能回應所有慈善組織的募捐也不能回應所有慈善組織的募捐。。。。只要只要只要只要

我們跟朋友少吃一頓豐富晚餐我們跟朋友少吃一頓豐富晚餐我們跟朋友少吃一頓豐富晚餐我們跟朋友少吃一頓豐富晚餐，，，，並從這頓晚餐開始並從這頓晚餐開始並從這頓晚餐開始並從這頓晚餐開始，，，，向社會盡職向社會盡職向社會盡職向社會盡職 / 盡一點心意吧盡一點心意吧盡一點心意吧盡一點心意吧！！！！ 

 
世界宣明會世界宣明會世界宣明會世界宣明會   www.worldvision.org   樂施會樂施會樂施會樂施會   www.oxfam.org.hk 

無國界醫生無國界醫生無國界醫生無國界醫生   www.msf.org.hk     奧比斯奧比斯奧比斯奧比斯     www.orbis.org 

聯聯聯聯合合合合國兒童基金會國兒童基金會國兒童基金會國兒童基金會   www.unice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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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年年年 1 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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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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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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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人人人。。。。  

2. 為鼓勵肢體以行動回應今年教會的主題為鼓勵肢體以行動回應今年教會的主題為鼓勵肢體以行動回應今年教會的主題為鼓勵肢體以行動回應今年教會的主題 – 「「「「盡職盡職盡職盡職」」」」，，，，已有已有已有已有 46 位位位位肢體參與肢體參與肢體參與肢體參與。。。。願上帝願上帝願上帝願上帝

幫助他們能信守承諾幫助他們能信守承諾幫助他們能信守承諾幫助他們能信守承諾，，，，持之以恆去實踐持之以恆去實踐持之以恆去實踐持之以恆去實踐，，，，也請為他們代禱守望也請為他們代禱守望也請為他們代禱守望也請為他們代禱守望。。。。 

3. 本本本本堂堂堂堂舉辦的舉辦的舉辦的舉辦的第一期關懷佈道課程第一期關懷佈道課程第一期關懷佈道課程第一期關懷佈道課程已有已有已有已有 9 位肢體報名參加位肢體報名參加位肢體報名參加位肢體報名參加，，，，日期為日期為日期為日期為 2 月月月月 22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5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逢星期三晚上逢星期三晚上逢星期三晚上逢星期三晚上 7:30 - 10:00。。。。請為參加者能堅持到底請為參加者能堅持到底請為參加者能堅持到底請為參加者能堅持到底、、、、學習禱告學習禱告學習禱告學習禱告，，，，也為也為也為也為

教牧及導師禱告教牧及導師禱告教牧及導師禱告教牧及導師禱告。。。。 

4. 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 3 月月月月 1 日起逢星期四上午日起逢星期四上午日起逢星期四上午日起逢星期四上午 10:00 - 11:00 在老人中心開設長者崇拜在老人中心開設長者崇拜在老人中心開設長者崇拜在老人中心開設長者崇拜，，，，請肢請肢請肢請肢

體記念體記念體記念體記念，，，，亦代為推介亦代為推介亦代為推介亦代為推介，，，，更歡迎肢體參與有關事奉更歡迎肢體參與有關事奉更歡迎肢體參與有關事奉更歡迎肢體參與有關事奉，，，，請與牧者聯絡請與牧者聯絡請與牧者聯絡請與牧者聯絡。。。。 

5. 為為為為舒緩現有同工之牧養工作量舒緩現有同工之牧養工作量舒緩現有同工之牧養工作量舒緩現有同工之牧養工作量、、、、發展發展發展發展學校及少年之福音工作學校及少年之福音工作學校及少年之福音工作學校及少年之福音工作，，，，本堂現正物色第三本堂現正物色第三本堂現正物色第三本堂現正物色第三

位同工位同工位同工位同工，，，，請肢體代禱請肢體代禱請肢體代禱請肢體代禱。。。。 

6. 本本本本堂傳栽部於堂傳栽部於堂傳栽部於堂傳栽部於 1 月月月月 8 及及及及 15 日為差傳基金籌募經費之義賣活動日為差傳基金籌募經費之義賣活動日為差傳基金籌募經費之義賣活動日為差傳基金籌募經費之義賣活動，，，，共籌得共籌得共籌得共籌得$1,510.0。。。。 

7. 本會海外宣教部招募本會海外宣教部招募本會海外宣教部招募本會海外宣教部招募 2012 年不同年齡層的差傳戰士年不同年齡層的差傳戰士年不同年齡層的差傳戰士年不同年齡層的差傳戰士，，，，本堂共有本堂共有本堂共有本堂共有 11 位肢體參加位肢體參加位肢體參加位肢體參加。。。。 

8. 本堂為粵北湘西鄂北之助學共收到奉獻本堂為粵北湘西鄂北之助學共收到奉獻本堂為粵北湘西鄂北之助學共收到奉獻本堂為粵北湘西鄂北之助學共收到奉獻$5,1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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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羅美娟姊妹之外婆於羅美娟姊妹之外婆於羅美娟姊妹之外婆於羅美娟姊妹之外婆於 1 月月月月 7 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 1 月月月月 20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求主安求主安求主安求主安

慰姊妹及其家人慰姊妹及其家人慰姊妹及其家人慰姊妹及其家人。。。。 

2. 陳家群姊妹之母親於陳家群姊妹之母親於陳家群姊妹之母親於陳家群姊妹之母親於 1 月月月月 27 日安息主懷日安息主懷日安息主懷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將於安息禮拜將於安息禮拜將於安息禮拜將於 2 月月月月 18 日假寶福殯儀館日假寶福殯儀館日假寶福殯儀館日假寶福殯儀館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求主安慰姊妹及其家人求主安慰姊妹及其家人求主安慰姊妹及其家人求主安慰姊妹及其家人。。。。 

3. 周新喜婆婆曾跌倒入院周新喜婆婆曾跌倒入院周新喜婆婆曾跌倒入院周新喜婆婆曾跌倒入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在在在在家休息家休息家休息家休息。。。。 

4. 賴步雲伯伯已於賴步雲伯伯已於賴步雲伯伯已於賴步雲伯伯已於 1 月月月月 13 日出院日出院日出院日出院，，，，現在家休養現在家休養現在家休養現在家休養。。。。 

5. 連家輝弟兄與冼慧敏姊妹將於連家輝弟兄與冼慧敏姊妹將於連家輝弟兄與冼慧敏姊妹將於連家輝弟兄與冼慧敏姊妹將於 2 月月月月 12 日舉行婚禮日舉行婚禮日舉行婚禮日舉行婚禮，，，，本堂謹祝他倆白頭到老本堂謹祝他倆白頭到老本堂謹祝他倆白頭到老本堂謹祝他倆白頭到老，，，，永永永永

結同心結同心結同心結同心。。。。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歐歐歐歐、、、、亞地區暴風雪造成傷亡代禱亞地區暴風雪造成傷亡代禱亞地區暴風雪造成傷亡代禱亞地區暴風雪造成傷亡代禱。。。。 

2. 為為為為近期中港之間的矛盾近期中港之間的矛盾近期中港之間的矛盾近期中港之間的矛盾、、、、爭拗事件代禱爭拗事件代禱爭拗事件代禱爭拗事件代禱，，，，求上帝幫助大家早日平息紛爭求上帝幫助大家早日平息紛爭求上帝幫助大家早日平息紛爭求上帝幫助大家早日平息紛爭。。。。 

3. 為為為為香港的特首選舉香港的特首選舉香港的特首選舉香港的特首選舉、、、、財政預算對民生的影響財政預算對民生的影響財政預算對民生的影響財政預算對民生的影響。。。。 

4. 為為為為本堂肢體身心靈軟弱本堂肢體身心靈軟弱本堂肢體身心靈軟弱本堂肢體身心靈軟弱、、、、第三位同工之物色與招聘代禱第三位同工之物色與招聘代禱第三位同工之物色與招聘代禱第三位同工之物色與招聘代禱。。。。 

 

    2012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012 年年年年 3 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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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19(日日日日)     崇拜禮儀神學訓練崇拜禮儀神學訓練崇拜禮儀神學訓練崇拜禮儀神學訓練    (1)(1)(1)(1)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19(日日日日)     給摯愛的約會給摯愛的約會給摯愛的約會給摯愛的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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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三三三三)     「「「「關懷佈道關懷佈道關懷佈道關懷佈道」」」」課程開課課程開課課程開課課程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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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六六六六)     On Fire On Fire On Fire On Fire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26(日日日日)     社關主日社關主日社關主日社關主日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6(日日日日)     崇拜禮儀神學訓練崇拜禮儀神學訓練崇拜禮儀神學訓練崇拜禮儀神學訓練    (2)(2)(2)(2)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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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常委本會常委本會常委本會常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8(二二二二) 「「「「崇拜與禮儀更新崇拜與禮儀更新崇拜與禮儀更新崇拜與禮儀更新」」」」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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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

月月月月 

 

一一一一(四四四四)     老人中心長者崇拜開始老人中心長者崇拜開始老人中心長者崇拜開始老人中心長者崇拜開始    老人中心會員老人中心會員老人中心會員老人中心會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04(日日日日)     崇拜部部會崇拜部部會崇拜部部會崇拜部部會    崇拜部部員崇拜部部員崇拜部部員崇拜部部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06(二二二二)     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    本會牧師本會牧師本會牧師本會牧師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0(六六六六)     第三屆大專生差傳夜第三屆大專生差傳夜第三屆大專生差傳夜第三屆大專生差傳夜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24(六六六六)     On Fire On Fire On Fire On Fire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25(日日日日)     廿六周年堂慶廿六周年堂慶廿六周年堂慶廿六周年堂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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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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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曼谷滙恩堂曾因執事領袖不和曼谷滙恩堂曾因執事領袖不和曼谷滙恩堂曾因執事領袖不和曼谷滙恩堂曾因執事領袖不和，，，，造成流失造成流失造成流失造成流失，，，，但感恩最近聚會人數再度增加但感恩最近聚會人數再度增加但感恩最近聚會人數再度增加但感恩最近聚會人數再度增加，，，，求主加力求主加力求主加力求主加力

Sutthipat 傳道的牧養工作傳道的牧養工作傳道的牧養工作傳道的牧養工作。。。。 

2. 滙恩堂正在附近小學開展福音工作滙恩堂正在附近小學開展福音工作滙恩堂正在附近小學開展福音工作滙恩堂正在附近小學開展福音工作，，，，最近另一間中學也向他們招手最近另一間中學也向他們招手最近另一間中學也向他們招手最近另一間中學也向他們招手，，，，求主叫福音果效求主叫福音果效求主叫福音果效求主叫福音果效

大大發力大大發力大大發力大大發力。。。。 

3. 歐陽雪玲姑娘正跟進在歐陽雪玲姑娘正跟進在歐陽雪玲姑娘正跟進在歐陽雪玲姑娘正跟進在 Ban Bak 鄉村剛決志的布妮女士鄉村剛決志的布妮女士鄉村剛決志的布妮女士鄉村剛決志的布妮女士，，，，她家人十她家人十她家人十她家人十分反對她信主分反對她信主分反對她信主分反對她信主，，，，

求主堅固布妮女士求主堅固布妮女士求主堅固布妮女士求主堅固布妮女士，，，，並改變家人的心思並改變家人的心思並改變家人的心思並改變家人的心思。。。。 

4. 泰國信義會將劃分為六個區域泰國信義會將劃分為六個區域泰國信義會將劃分為六個區域泰國信義會將劃分為六個區域，，，，願主帶領六個區會的聯合事工計劃願主帶領六個區會的聯合事工計劃願主帶領六個區會的聯合事工計劃願主帶領六個區會的聯合事工計劃，，，，及第二區的青少及第二區的青少及第二區的青少及第二區的青少

年福音聚會年福音聚會年福音聚會年福音聚會。。。。 

 
柬埔寨金邊信義中心柬埔寨金邊信義中心柬埔寨金邊信義中心柬埔寨金邊信義中心 

1. 求主幫助到金邊信義中心義務教學的求主幫助到金邊信義中心義務教學的求主幫助到金邊信義中心義務教學的求主幫助到金邊信義中心義務教學的 SARAH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有適應新環境的能力有適應新環境的能力有適應新環境的能力有適應新環境的能力。。。。 

2. 陳牧師及陳牧師及陳牧師及陳牧師及 SARAH 姊妹已在二月一日出發到柬埔寨姊妹已在二月一日出發到柬埔寨姊妹已在二月一日出發到柬埔寨姊妹已在二月一日出發到柬埔寨，，，，但出發前消息得知語文課程未能但出發前消息得知語文課程未能但出發前消息得知語文課程未能但出發前消息得知語文課程未能

招收到學員招收到學員招收到學員招收到學員，，，，願主帶領事件的發展願主帶領事件的發展願主帶領事件的發展願主帶領事件的發展。。。。 

3. 求主堅立柬埔寨之友的禱告求主堅立柬埔寨之友的禱告求主堅立柬埔寨之友的禱告求主堅立柬埔寨之友的禱告，，，，加團隊異象以同心服事主加團隊異象以同心服事主加團隊異象以同心服事主加團隊異象以同心服事主，，，，為柬人燃點希望為柬人燃點希望為柬人燃點希望為柬人燃點希望。。。。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求主使用功課輔導班求主使用功課輔導班求主使用功課輔導班求主使用功課輔導班，，，，讓兒童認識福音讓兒童認識福音讓兒童認識福音讓兒童認識福音。。。。 

2. 為曾牧師幼女思華中學最後一年的學習禱告為曾牧師幼女思華中學最後一年的學習禱告為曾牧師幼女思華中學最後一年的學習禱告為曾牧師幼女思華中學最後一年的學習禱告，，，，求主引導她前路求主引導她前路求主引導她前路求主引導她前路。。。。 
 

沐恩堂沐恩堂沐恩堂沐恩堂「「「「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家書家書家書家書 

致致致致    本堂弟兄姊妹本堂弟兄姊妹本堂弟兄姊妹本堂弟兄姊妹：：：： 

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第一期之課程將於第一期之課程將於第一期之課程將於第一期之課程將於 2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黃昏開始黃昏開始黃昏開始黃昏開始；；；；更感謝聖靈挑旺九位更感謝聖靈挑旺九位更感謝聖靈挑旺九位更感謝聖靈挑旺九位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3 男男男男 6 女女女女））））的熱心的熱心的熱心的熱心，，，，投身參與投身參與投身參與投身參與。。。。 

要求現代人委身一個十三週的旅程要求現代人委身一個十三週的旅程要求現代人委身一個十三週的旅程要求現代人委身一個十三週的旅程，，，，近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近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近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近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對我們一個小小的對我們一個小小的對我們一個小小的對我們一個小小的

沐恩堂來說沐恩堂來說沐恩堂來說沐恩堂來說，，，，9 位學員與十多位代禱者位學員與十多位代禱者位學員與十多位代禱者位學員與十多位代禱者，，，，合起來直逼合起來直逼合起來直逼合起來直逼 30 人人人人，，，，竟能竟能竟能竟能「「「「成團出發成團出發成團出發成團出發」，」，」，」，當中真當中真當中真當中真

的是只有恩典的是只有恩典的是只有恩典的是只有恩典！！！！ 

未有報團的您未有報團的您未有報團的您未有報團的您，，，，快將站在岸邊快將站在岸邊快將站在岸邊快將站在岸邊，，，，目送我們啟航目送我們啟航目送我們啟航目送我們啟航，，，，冀盼在第二期的旅程中冀盼在第二期的旅程中冀盼在第二期的旅程中冀盼在第二期的旅程中，，，，您能與我您能與我您能與我您能與我

們同在甲板之上們同在甲板之上們同在甲板之上們同在甲板之上。。。。與此同時與此同時與此同時與此同時，，，，為期十三週之旅為期十三週之旅為期十三週之旅為期十三週之旅，，，，想必會有顛簸的時刻想必會有顛簸的時刻想必會有顛簸的時刻想必會有顛簸的時刻────────磨人的生活或磨人的生活或磨人的生活或磨人的生活或

會興風作浪會興風作浪會興風作浪會興風作浪，，，，團員的肉身與心靈也可團員的肉身與心靈也可團員的肉身與心靈也可團員的肉身與心靈也可能會出現暗湧能會出現暗湧能會出現暗湧能會出現暗湧；；；；我們都不希望成為跳船之輩我們都不希望成為跳船之輩我們都不希望成為跳船之輩我們都不希望成為跳船之輩，，，，甚願甚願甚願甚願

能堅持抵岸能堅持抵岸能堅持抵岸能堅持抵岸！！！！當團員與任教當團員與任教當團員與任教當團員與任教／／／／協助的肢體在奮力迎向浪濤之際協助的肢體在奮力迎向浪濤之際協助的肢體在奮力迎向浪濤之際協助的肢體在奮力迎向浪濤之際，，，，惟願在您的禱告中常為惟願在您的禱告中常為惟願在您的禱告中常為惟願在您的禱告中常為

我們代求我們代求我們代求我們代求，，，，求主聖靈提醒我們求主聖靈提醒我們求主聖靈提醒我們求主聖靈提醒我們，，，，記得有救主在我們船中記得有救主在我們船中記得有救主在我們船中記得有救主在我們船中，，，，與我們同往與我們同往與我們同往與我們同往！！！！ 

願主與您同在願主與您同在願主與您同在願主與您同在！！！！ 

一位弟兄謹啟一位弟兄謹啟一位弟兄謹啟一位弟兄謹啟 

2012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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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一個人愛一個人愛一個人愛一個人 

佚名佚名佚名佚名 

要了解要了解要了解要了解，，，，也要開解也要開解也要開解也要開解；；；；    
要道歉要道歉要道歉要道歉，，，，也要道謝也要道謝也要道謝也要道謝；；；；    

要認錯要認錯要認錯要認錯，，，，也要改錯也要改錯也要改錯也要改錯；；；；    

要體貼要體貼要體貼要體貼，，，，也要體諒也要體諒也要體諒也要體諒；；；；    

是接受是接受是接受是接受，，，，而不是忍受而不是忍受而不是忍受而不是忍受；；；；    

是寬容是寬容是寬容是寬容，，，，而不是縱容而不是縱容而不是縱容而不是縱容；；；；    

是支持是支持是支持是支持，，，，而不是支配而不是支配而不是支配而不是支配；；；；    

是慰問是慰問是慰問是慰問，，，，而不是質問而不是質問而不是質問而不是質問；；；；    

是傾訴是傾訴是傾訴是傾訴，，，，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控訴控訴控訴控訴；；；；    

是難忘是難忘是難忘是難忘，，，，而不是遺忘而不是遺忘而不是遺忘而不是遺忘；；；；    

是彼此交流是彼此交流是彼此交流是彼此交流，，，，而不是凡事交代而不是凡事交代而不是凡事交代而不是凡事交代；；；；    

是為對方默默祈求是為對方默默祈求是為對方默默祈求是為對方默默祈求，，，，而不是向對方諸多要求而不是向對方諸多要求而不是向對方諸多要求而不是向對方諸多要求；；；；    

可以浪漫可以浪漫可以浪漫可以浪漫，，，，但不要浪費但不要浪費但不要浪費但不要浪費；；；；    

可以隨時牽可以隨時牽可以隨時牽可以隨時牽手手手手，，，，但不要隨便分手但不要隨便分手但不要隨便分手但不要隨便分手；；；；    

以上的都做到了以上的都做到了以上的都做到了以上的都做到了，，，，即使不再愛一個人即使不再愛一個人即使不再愛一個人即使不再愛一個人，，，，也只有懷念也只有懷念也只有懷念也只有懷念，，，，而不是懷恨而不是懷恨而不是懷恨而不是懷恨。。。。

分享園分享園分享園分享園地地地地    

� 招募招募招募招募 2012 差傳戰士差傳戰士差傳戰士差傳戰士 <報名從速報名從速報名從速報名從速> 

      小戰士小戰士小戰士小戰士 / 少年戰士少年戰士少年戰士少年戰士 / 樂齡勇士樂齡勇士樂齡勇士樂齡勇士 

      本堂已有五位小戰士本堂已有五位小戰士本堂已有五位小戰士本堂已有五位小戰士 / 六位樂齡戰士六位樂齡戰士六位樂齡戰士六位樂齡戰士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請在禱告中記念請在禱告中記念請在禱告中記念請在禱告中記念 

 
� 大專生差傳夜大專生差傳夜大專生差傳夜大專生差傳夜：：：：<鼓勵大專生踴躍報名鼓勵大專生踴躍報名鼓勵大專生踴躍報名鼓勵大專生踴躍報名>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3 月月月月 10 日日日日(六六六六)   晚上七時舉行晚上七時舉行晚上七時舉行晚上七時舉行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Chok 出宣教人生出宣教人生出宣教人生出宣教人生 - 湄公河流域湄公河流域湄公河流域湄公河流域」」」」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劉卓聰先生劉卓聰先生劉卓聰先生劉卓聰先生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信義樓信義樓信義樓信義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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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 週次週次週次週次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 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 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 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 平均人數平均人數平均人數平均人數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88 87 80 82 89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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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14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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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9 7 7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8 9 13 10 --- 10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2 5 3 ---  --- 3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3 3 4 9 --- 5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3 4 7 7 --- 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2 --- 10 18 --- 13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10 --- --- 19 14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6 60 48 --- --- 54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0 9 10 --- 6 9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5 --- 6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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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兒兒兒童童童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1/2 2/2 3/2 4/2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5/2 6/2 7/2 
*陳日溢陳日溢陳日溢陳日溢 

8/2 9/2 10/2 11/2 

12/2 13/2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 

14/2 
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 

蔡青姐蔡青姐蔡青姐蔡青姐 

15/2 
李國強李國強李國強李國強 

16/2 17/2 18/2 

19/2 20/2 21/2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22/2 23/2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24/2 25/2 

26/2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27/2 28/2 29/2 1/3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2/3 3/3 
聶玉鳳聶玉鳳聶玉鳳聶玉鳳 

4/3 5/3 6/3 7/3 8/3 9/3 10/3 

11/3 
梁笑蘭梁笑蘭梁笑蘭梁笑蘭 

12/3 13/3 
周世豪周世豪周世豪周世豪 

14/3 15/3 

*黃卓恩黃卓恩黃卓恩黃卓恩 

16/3 17/3 

18/3 19/3 20/3 21/3 22/3 23/3 24/3 

25/3 26/3 27/3 
鍾偉邦鍾偉邦鍾偉邦鍾偉邦 

28/3 
*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 

*王浩陽王浩陽王浩陽王浩陽 

29/3 30/3 31/3 



7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二二二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份聚會一覽表月份聚會一覽表月份聚會一覽表月份聚會一覽表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8/2 25/2 3/3 10/3 17/3 24/3 31/3 

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3:30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單車同樂單車同樂單車同樂單車同樂 升中分享升中分享升中分享升中分享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 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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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禮婚禮婚禮婚禮奇觀奇觀奇觀奇觀 壽司週壽司週壽司週壽司週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 佈道佈道佈道佈道 
甜品甜品甜品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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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他門是如他門是如他門是如他門是如

此遇見上此遇見上此遇見上此遇見上

帝的帝的帝的帝的(二二二二) 

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 

遇見遇見遇見遇見 

Handmade

見證集見證集見證集見證集 
生活剪影生活剪影生活剪影生活剪影 同樂日同樂日同樂日同樂日 團友拾趣團友拾趣團友拾趣團友拾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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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一齊讀一齊讀一齊讀一齊讀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一齊讀一齊讀一齊讀一齊讀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大專生大專生大專生大專生 

差傳夜差傳夜差傳夜差傳夜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從從從從““““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看看看看

團契生活團契生活團契生活團契生活 

黙想十架黙想十架黙想十架黙想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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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 

信義宗崇信義宗崇信義宗崇信義宗崇

拜與現代拜與現代拜與現代拜與現代

敬拜敬拜敬拜敬拜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On Fire 飯團飯團飯團飯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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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6/2 日日日日)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9/3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6/3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5/3 日日日日)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2 22/2 29/2 7/3 14/3 21/3 28/3 

以斯帖以斯帖以斯帖以斯帖 

逢星期三逢星期三逢星期三逢星期三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10:00-11:00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粵曲粵曲粵曲粵曲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 短講短講短講短講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手工手工手工手工 

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短講短講短講短講 

年年今年年今年年今年年今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2/2 19/2 26/2 4/3 11/3 18/3 25/3 

兒童級兒童級兒童級兒童級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00-10:00 
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長者級長者級長者級長者級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00-10:00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逢第一逢第一逢第一逢第一﹑﹑﹑﹑三三三三 

主日崇拜後主日崇拜後主日崇拜後主日崇拜後 
--- 

本堂長者本堂長者本堂長者本堂長者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老人老人老人老人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服務部服務部服務部服務部 

--- 

社會基層社會基層社會基層社會基層

福祉福祉福祉福祉,特首特首特首特首

選舉選舉選舉選舉,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官員盡職官員盡職官員盡職官員盡職

及廉潔及廉潔及廉潔及廉潔 

--- 

高考及文高考及文高考及文高考及文

憑試學生憑試學生憑試學生憑試學生,

禾信福音禾信福音禾信福音禾信福音

週週週週,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禾信福音禾信福音禾信福音禾信福音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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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二二二二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主日崇拜月主日崇拜月主日崇拜月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聖工人員一覽表聖工人員一覽表聖工人員一覽表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12/2 19/2 26/2 4/3 11/3 18/3 25/3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最後主日最後主日最後主日最後主日    

((((白白白白))))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紫紫紫紫))))    

預預預預苦期苦期苦期苦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    

((((紫紫紫紫))))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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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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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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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玉文博士張玉文博士張玉文博士張玉文博士    周兆真院長周兆真院長周兆真院長周兆真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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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華廣牧師梁華廣牧師梁華廣牧師梁華廣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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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王下王下王下王下 5:1-14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9:24-27 

可可可可 1: 40 - 45 

王下王下王下王下 2:1-12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4: 3-6 

可可可可 9 : 2 - 9 

創創創創 9: 8 - 17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3:18-22 

可可可可 1: 9 - 15 

創創創創 17 : 1-7, 

15 - 16 

羅羅羅羅 4:13-25 

可可可可 8: 31 - 38 

出出出出 20: 1 - 17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18-25 

約約約約 2: 13 - 22 

民民民民 21: 4 – 9 

弗弗弗弗 2: 1 – 10 

約約約約 3: 14-21 

耶耶耶耶 31: 31-34 

來來來來 5: 5 – 10 

約約約約 12: 20-33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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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    ------------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劉糼年劉糼年劉糼年劉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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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2, 363,52, 363,52, 363,52, 36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1,91,91,91,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2, 438262, 438262, 438262, 438    

52, 52, 52, 52, 若你能若你能若你能若你能    

看見看見看見看見, 448,, 448,, 448,, 448,    

438438438438    

45, 257,45, 257,45, 257,45, 25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8,88,88,88,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342, 132342, 132342, 132342, 132    

45,45,45,4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9,119,119,119,    

433, 132433, 132433, 132433, 132    

45, 137,45, 137,45, 137,45, 13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1,21,21,21,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5, 132265, 132265, 132265, 132    

45, 379,45, 379,45, 379,45, 37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4,104,104,104,    

132132132132    

45, 170,45, 170,45, 170,45, 170,    

450,450,450,450,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5,65,65,65,    

132132132132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佳佳佳佳 104104104104 佳佳佳佳    7777    

佳佳佳佳 81818181    
------------    

佳佳佳佳 76 76 76 76 小小小小 95959595    

佳佳佳佳 35353535    
------------    

佳佳佳佳 76 76 76 76 佳佳佳佳 52525252    

佳佳佳佳 353535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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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    ------------    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    ------------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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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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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何何何何                            俊俊俊俊                            威威威威    周周周周                            于于于于                            琴琴琴琴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梁梁梁梁                            健健健健                            華華華華    譚譚譚譚                            志志志志                            雄雄雄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