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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六月份六月份六月份，，，，香港喧嚷得鬧哄哄的香港喧嚷得鬧哄哄的香港喧嚷得鬧哄哄的香港喧嚷得鬧哄哄的，，，，原因是原因是原因是原因是（（（（當時的當時的當時的當時的））））候任行政長官梁振候任行政長官梁振候任行政長官梁振候任行政長官梁振

英被發現曾在選舉期間作出過失實聲明英被發現曾在選舉期間作出過失實聲明英被發現曾在選舉期間作出過失實聲明英被發現曾在選舉期間作出過失實聲明。。。。在回應傳媒質詢時在回應傳媒質詢時在回應傳媒質詢時在回應傳媒質詢時，，，，梁又一再梁又一再梁又一再梁又一再

藉不盡不實的托詞藉不盡不實的托詞藉不盡不實的托詞藉不盡不實的托詞，，，，試圖蒙混過關試圖蒙混過關試圖蒙混過關試圖蒙混過關。。。。結果結果結果結果，，，，社會上掀起了一浪又一浪關社會上掀起了一浪又一浪關社會上掀起了一浪又一浪關社會上掀起了一浪又一浪關

乎乎乎乎「「「「誠信誠信誠信誠信」」」」的批評的批評的批評的批評。。。。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在前特首曾蔭權任內之末期在前特首曾蔭權任內之末期在前特首曾蔭權任內之末期在前特首曾蔭權任內之末期，，，，及至梁上任及至梁上任及至梁上任及至梁上任

後後後後，，，，政府的多名官員亦相繼被揭發對法例有不同程度的觸犯政府的多名官員亦相繼被揭發對法例有不同程度的觸犯政府的多名官員亦相繼被揭發對法例有不同程度的觸犯政府的多名官員亦相繼被揭發對法例有不同程度的觸犯。。。。然而然而然而然而，，，，現現現現

時狀況所反映出的一個隱憂時狀況所反映出的一個隱憂時狀況所反映出的一個隱憂時狀況所反映出的一個隱憂，，，，斷不斷不斷不斷不止是個別政府人員所牽涉到的獨立事止是個別政府人員所牽涉到的獨立事止是個別政府人員所牽涉到的獨立事止是個別政府人員所牽涉到的獨立事

件而已件而已件而已件而已。。。。    

到底到底到底到底，「，「，「，「誠信誠信誠信誠信」」」」是什麽是什麽是什麽是什麽？？？？它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價值在哪裡價值在哪裡價值在哪裡價值在哪裡？？？？筆者自問並非對筆者自問並非對筆者自問並非對筆者自問並非對

人文人文人文人文、、、、社會學科有精準的掌握社會學科有精準的掌握社會學科有精準的掌握社會學科有精準的掌握，，，，僅能按字面的揣摩僅能按字面的揣摩僅能按字面的揣摩僅能按字面的揣摩，，，，解讀此詞為解讀此詞為解讀此詞為解讀此詞為「「「「真誠真誠真誠真誠，，，，

可信可信可信可信」」」」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不過不過不過不過，，，，從近日社會上對從近日社會上對從近日社會上對從近日社會上對「「「「誠信誠信誠信誠信」」」」議題的反應和表達議題的反應和表達議題的反應和表達議題的反應和表達，，，，我我我我

們反倒能認出們反倒能認出們反倒能認出們反倒能認出（（（（截至今天截至今天截至今天截至今天，，，，以香港社會的共識而言以香港社會的共識而言以香港社會的共識而言以香港社會的共識而言））））兩個危及兩個危及兩個危及兩個危及「「「「誠信誠信誠信誠信」」」」

的天敵的天敵的天敵的天敵────────「「「「貪婪貪婪貪婪貪婪」」」」和和和和「「「「戀棧戀棧戀棧戀棧」！」！」！」！    

「「「「貪婪貪婪貪婪貪婪」」」」使人難以守住使人難以守住使人難以守住使人難以守住「「「「誠信誠信誠信誠信」，」，」，」，因為因為因為因為「「「「誠信誠信誠信誠信」」」」要求人忠於自己的承要求人忠於自己的承要求人忠於自己的承要求人忠於自己的承

諾諾諾諾（（（（即在某一時刻即在某一時刻即在某一時刻即在某一時刻「「「「人人人人」」」」所作出的決定所作出的決定所作出的決定所作出的決定、、、、抉擇抉擇抉擇抉擇）。「）。「）。「）。「承諾承諾承諾承諾」」」」要求一個人付要求一個人付要求一個人付要求一個人付

上代價上代價上代價上代價，，，，因為他總無法包攬盡所有出現因為他總無法包攬盡所有出現因為他總無法包攬盡所有出現因為他總無法包攬盡所有出現（（（（及將要出現及將要出現及將要出現及將要出現））））在他面前的人在他面前的人在他面前的人在他面前的人、、、、

事事事事、、、、物物物物；；；；他無法全部都要他無法全部都要他無法全部都要他無法全部都要，，，，乃必須有所取捨乃必須有所取捨乃必須有所取捨乃必須有所取捨、、、、犠牲犠牲犠牲犠牲。。。。他選擇要抓住這個他選擇要抓住這個他選擇要抓住這個他選擇要抓住這個，，，，

另一隻手便必須鬆開另一隻手便必須鬆開另一隻手便必須鬆開另一隻手便必須鬆開。。。。偏偏偏偏偏偏偏偏，，，，貪婪的人得一想二貪婪的人得一想二貪婪的人得一想二貪婪的人得一想二，，，，此刻要了這個此刻要了這個此刻要了這個此刻要了這個，，，，下一下一下一下一

刻便想同時擁有另一樣刻便想同時擁有另一樣刻便想同時擁有另一樣刻便想同時擁有另一樣，，，，於是就對當初的承諾不忠於是就對當初的承諾不忠於是就對當初的承諾不忠於是就對當初的承諾不忠，，，，失卻了誠信失卻了誠信失卻了誠信失卻了誠信。。。。    

「「「「戀棧戀棧戀棧戀棧」」」」現狀的人同樣容易在現狀的人同樣容易在現狀的人同樣容易在現狀的人同樣容易在「「「「誠信誠信誠信誠信」」」」上失腳上失腳上失腳上失腳。。。。當人把自己現時所擁當人把自己現時所擁當人把自己現時所擁當人把自己現時所擁

有的地位有的地位有的地位有的地位、、、、名聲名聲名聲名聲、、、、或關係等奉為至高時或關係等奉為至高時或關係等奉為至高時或關係等奉為至高時，，，，就不容許自己失去它就不容許自己失去它就不容許自己失去它就不容許自己失去它（（（（它們它們它們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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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可是可是可是，，，，人又因自己的有限人又因自己的有限人又因自己的有限人又因自己的有限、、、、過錯而無法保證擁有它過錯而無法保證擁有它過錯而無法保證擁有它過錯而無法保證擁有它；；；；於是於是於是於是，，，，人便會人便會人便會人便會「「「「不不不不

擇手段擇手段擇手段擇手段」」」」的採取各種手段的採取各種手段的採取各種手段的採取各種手段、、、、謊言來維持現狀謊言來維持現狀謊言來維持現狀謊言來維持現狀。。。。如此如此如此如此，，，，人的誠信必受破壞人的誠信必受破壞人的誠信必受破壞人的誠信必受破壞。。。。    

                由此可見由此可見由此可見由此可見，「，「，「，「誠信誠信誠信誠信」」」」本身並非一種具創造力的正面品質本身並非一種具創造力的正面品質本身並非一種具創造力的正面品質本身並非一種具創造力的正面品質，，，，它乃是上帝它乃是上帝它乃是上帝它乃是上帝

置於人心置於人心置於人心置於人心、、、、人類社會中的一把量尺人類社會中的一把量尺人類社會中的一把量尺人類社會中的一把量尺，，，，藉它來對人的藉它來對人的藉它來對人的藉它來對人的「「「「貪婪貪婪貪婪貪婪」」」」和和和和「「「「戀棧戀棧戀棧戀棧」」」」

提出相關的警號提出相關的警號提出相關的警號提出相關的警號。。。。與與與與「「「「貪婪貪婪貪婪貪婪」、「」、「」、「」、「戀棧戀棧戀棧戀棧」」」」這兩個天敵相對立的這兩個天敵相對立的這兩個天敵相對立的這兩個天敵相對立的－－「－－「－－「－－「知足知足知足知足」」」」

和和和和「「「「放下放下放下放下」」」」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更能讓人持守誠信更能讓人持守誠信更能讓人持守誠信更能讓人持守誠信。。。。    

                對於上一輩及從前的人而言對於上一輩及從前的人而言對於上一輩及從前的人而言對於上一輩及從前的人而言，，，，誠信的重要性在當時整個社會上獲得誠信的重要性在當時整個社會上獲得誠信的重要性在當時整個社會上獲得誠信的重要性在當時整個社會上獲得

普遍的肯定普遍的肯定普遍的肯定普遍的肯定────────「「「「人無信不立人無信不立人無信不立人無信不立」」」」是老師諄諄教誨是老師諄諄教誨是老師諄諄教誨是老師諄諄教誨，，，，身體力行的道理身體力行的道理身體力行的道理身體力行的道理。。。。可可可可

是是是是，，，，隨着世界的潮流趨向效益主義隨着世界的潮流趨向效益主義隨着世界的潮流趨向效益主義隨着世界的潮流趨向效益主義，，，，無論學校無論學校無論學校無論學校、、、、家庭都強調培養下一代家庭都強調培養下一代家庭都強調培養下一代家庭都強調培養下一代

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技能和競爭力技能和競爭力技能和競爭力技能和競爭力；；；；加上社會以不成比例的注意力去鼓勵提昇加上社會以不成比例的注意力去鼓勵提昇加上社會以不成比例的注意力去鼓勵提昇加上社會以不成比例的注意力去鼓勵提昇、、、、進進進進

步步步步、、、、爭取爭取爭取爭取，，，，卻少題犠牲卻少題犠牲卻少題犠牲卻少題犠牲、、、、付代價付代價付代價付代價、、、、誠信等質素誠信等質素誠信等質素誠信等質素，，，，不少年輕一代都看不到不少年輕一代都看不到不少年輕一代都看不到不少年輕一代都看不到

「「「「知足知足知足知足、、、、放下放下放下放下」」」」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捫心自問捫心自問捫心自問捫心自問，，，，我們上一我們上一我們上一我們上一次跟自己的下一代次跟自己的下一代次跟自己的下一代次跟自己的下一代，，，，跟跟跟跟

所接觸到的年輕人傳遞所接觸到的年輕人傳遞所接觸到的年輕人傳遞所接觸到的年輕人傳遞「「「「持守誠信持守誠信持守誠信持守誠信」」」」的觀念是什麽時候的觀念是什麽時候的觀念是什麽時候的觀念是什麽時候？？？？我們的態度讓我們的態度讓我們的態度讓我們的態度讓

他們知道它有多重要嗎他們知道它有多重要嗎他們知道它有多重要嗎他們知道它有多重要嗎？？？？    

                當一個社會變得不看重當一個社會變得不看重當一個社會變得不看重當一個社會變得不看重「「「「誠信誠信誠信誠信」」」」時時時時，，，，一個極大的危機就是它正把一一個極大的危機就是它正把一一個極大的危機就是它正把一一個極大的危機就是它正把一

柄重要的量尺徹走柄重要的量尺徹走柄重要的量尺徹走柄重要的量尺徹走。。。。久而久之久而久之久而久之久而久之，，，，當下一代當下一代當下一代當下一代、、、、兩代後普遍地接納無須再以兩代後普遍地接納無須再以兩代後普遍地接納無須再以兩代後普遍地接納無須再以

「「「「誠信誠信誠信誠信」」」」為一個人生為一個人生為一個人生為一個人生、、、、社會規範時社會規範時社會規範時社會規範時，「，「，「，「貪婪貪婪貪婪貪婪」」」」和和和和「「「「戀棧戀棧戀棧戀棧」」」」將如決堤般泛濫將如決堤般泛濫將如決堤般泛濫將如決堤般泛濫

難收難收難收難收。。。。我們對這情況我們對這情況我們對這情況我們對這情況，，，，其實並不陌生其實並不陌生其實並不陌生其實並不陌生，，，，因它的惡果已在我們的祖國大地因它的惡果已在我們的祖國大地因它的惡果已在我們的祖國大地因它的惡果已在我們的祖國大地

上清晰可見上清晰可見上清晰可見上清晰可見。。。。    

                今天的社會狀況今天的社會狀況今天的社會狀況今天的社會狀況，，，，讓人想起香港回歸後的第一任財政司長梁錦松讓人想起香港回歸後的第一任財政司長梁錦松讓人想起香港回歸後的第一任財政司長梁錦松讓人想起香港回歸後的第一任財政司長梁錦松。。。。

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三年，，，，梁就因在敏感的倡議加稅前買車梁就因在敏感的倡議加稅前買車梁就因在敏感的倡議加稅前買車梁就因在敏感的倡議加稅前買車，，，，被社會輿論所批評被社會輿論所批評被社會輿論所批評被社會輿論所批評（（（（同同同同

期期期期，，，，尚有廿尚有廿尚有廿尚有廿三條的立法議題三條的立法議題三條的立法議題三條的立法議題，，，，為大眾所關注為大眾所關注為大眾所關注為大眾所關注）。）。）。）。結果結果結果結果，，，，在當時劍拔弩張的在當時劍拔弩張的在當時劍拔弩張的在當時劍拔弩張的

社會氣氛下社會氣氛下社會氣氛下社會氣氛下，，，，梁主動呈辭梁主動呈辭梁主動呈辭梁主動呈辭，，，，鞠躬下台鞠躬下台鞠躬下台鞠躬下台。。。。今天回顧此事今天回顧此事今天回顧此事今天回顧此事，，，，在當時沒有定案在當時沒有定案在當時沒有定案在當時沒有定案

控梁以權謀私控梁以權謀私控梁以權謀私控梁以權謀私，，，，但他仍呈辭離任的舉措但他仍呈辭離任的舉措但他仍呈辭離任的舉措但他仍呈辭離任的舉措，，，，卻清楚表明他並無被卻清楚表明他並無被卻清楚表明他並無被卻清楚表明他並無被「「「「戀棧戀棧戀棧戀棧」」」」

沖昏頭腦沖昏頭腦沖昏頭腦沖昏頭腦，，，，叫其失誤不至於深入動搖叫其失誤不至於深入動搖叫其失誤不至於深入動搖叫其失誤不至於深入動搖「「「「誠信誠信誠信誠信」」」」作為社會的柱石作為社會的柱石作為社會的柱石作為社會的柱石。。。。如今如今如今如今，，，，

當梁再有公開發言時當梁再有公開發言時當梁再有公開發言時當梁再有公開發言時，，，，也鮮有人從質疑其誠信為起點也鮮有人從質疑其誠信為起點也鮮有人從質疑其誠信為起點也鮮有人從質疑其誠信為起點。。。。    

                我們都是軟弱的我們都是軟弱的我們都是軟弱的我們都是軟弱的，，，，大家都有機會犯錯大家都有機會犯錯大家都有機會犯錯大家都有機會犯錯。。。。政府官員出現失誤政府官員出現失誤政府官員出現失誤政府官員出現失誤，，，，是否就是否就是否就是否就

要要要要「「「「人頭落地人頭落地人頭落地人頭落地」，」，」，」，實不能一概而論實不能一概而論實不能一概而論實不能一概而論。。。。然而然而然而然而，，，，文過飾非文過飾非文過飾非文過飾非、、、、廻避卸責則肯定叫廻避卸責則肯定叫廻避卸責則肯定叫廻避卸責則肯定叫

人對其誠信存疑人對其誠信存疑人對其誠信存疑人對其誠信存疑。。。。作為信徒作為信徒作為信徒作為信徒，，，，我們固然當求上帝賜我們足夠愛心去指正我們固然當求上帝賜我們足夠愛心去指正我們固然當求上帝賜我們足夠愛心去指正我們固然當求上帝賜我們足夠愛心去指正，，，，

去挽回人去挽回人去挽回人去挽回人，，，，而不問其誠信而不問其誠信而不問其誠信而不問其誠信，，，，因我因我因我因我們也同是蒙主憐憫的罪人們也同是蒙主憐憫的罪人們也同是蒙主憐憫的罪人們也同是蒙主憐憫的罪人；；；；但反過來說但反過來說但反過來說但反過來說，，，，

一個人若對我從來不守誠信一個人若對我從來不守誠信一個人若對我從來不守誠信一個人若對我從來不守誠信，，，，我又能真誠的以他為友嗎我又能真誠的以他為友嗎我又能真誠的以他為友嗎我又能真誠的以他為友嗎？「？「？「？「誠信誠信誠信誠信」」」」的代的代的代的代

價價價價，，，，我們輸得起嗎我們輸得起嗎我們輸得起嗎我們輸得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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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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年年年 6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主日主日主日主日崇拜人數平均為崇拜人數平均為崇拜人數平均為崇拜人數平均為 97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85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2 人人人人；；；；長者崇長者崇長者崇長者崇

拜人數平均為拜人數平均為拜人數平均為拜人數平均為 20 人人人人。。。。領餐人數領餐人數領餐人數領餐人數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平均為平均為平均為平均為 82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2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0 人人人人；；；；

外會會外會會外會會外會會友為友為友為友為 15 人人人人。。。。 (更正更正更正更正：：：：5 月份本堂教友領餐人數應為月份本堂教友領餐人數應為月份本堂教友領餐人數應為月份本堂教友領餐人數應為 74 人人人人。。。。) 

2. 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6 月月月月 17 日舉行之孝親日舉行之孝親日舉行之孝親日舉行之孝親主日中有主日中有主日中有主日中有 10 位新朋友出席位新朋友出席位新朋友出席位新朋友出席，，，，參加愛參加愛參加愛參加愛筵肢體及家人共筵肢體及家人共筵肢體及家人共筵肢體及家人共

有有有有 69 人人人人，，，，席上有父母心聲席上有父母心聲席上有父母心聲席上有父母心聲、、、、子女分享子女分享子女分享子女分享、、、、感感感感謝及配對遊戲謝及配對遊戲謝及配對遊戲謝及配對遊戲(猜相片猜相片猜相片猜相片)等等等等，，，，大家享受了大家享受了大家享受了大家享受了

一個既溫馨一個既溫馨一個既溫馨一個既溫馨又甜美的雙親節又甜美的雙親節又甜美的雙親節又甜美的雙親節。。。。 

3. 本堂原擬於本堂原擬於本堂原擬於本堂原擬於 6 月月月月 30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7 月月月月 2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親子家庭生活營親子家庭生活營親子家庭生活營親子家庭生活營」，」，」，」，由於報名人數不足而由於報名人數不足而由於報名人數不足而由於報名人數不足而

取消取消取消取消，，，，盼望將來再有機會舉辦盼望將來再有機會舉辦盼望將來再有機會舉辦盼望將來再有機會舉辦，，，，藉此接觸未信主之親友及禾信學生及家長藉此接觸未信主之親友及禾信學生及家長藉此接觸未信主之親友及禾信學生及家長藉此接觸未信主之親友及禾信學生及家長。。。。 

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7 月及月及月及月及 8 月逢週三月逢週三月逢週三月逢週三、、、、六中午六中午六中午六中午 12:30 – 2:00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暑期英語班暑期英語班暑期英語班暑期英語班」」」」及及及及「「「「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讚美操跳舞班讚美操跳舞班讚美操跳舞班讚美操跳舞班」」」」 (各各各各 12 堂堂堂堂)，，，，詳情請向朱教師查詢詳情請向朱教師查詢詳情請向朱教師查詢詳情請向朱教師查詢。。。。 

5. 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 7 月月月月 26 至至至至 28 日舉辦生活營日舉辦生活營日舉辦生活營日舉辦生活營，，，，地點為信義會榮真堂之營地地點為信義會榮真堂之營地地點為信義會榮真堂之營地地點為信義會榮真堂之營地，，，，費用費用費用費用$200，，，，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27 位位位位，，，，歡迎升中一歡迎升中一歡迎升中一歡迎升中一、、、、二之學生參加二之學生參加二之學生參加二之學生參加，，，，詳情請向詳情請向詳情請向詳情請向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6. 本本本本堂堂堂堂今年度之差傳信心認獻金額截至今年度之差傳信心認獻金額截至今年度之差傳信心認獻金額截至今年度之差傳信心認獻金額截至 7 月月月月 1 日為日為日為日為$8,650。。。。 

7. 禾信小五福音禾信小五福音禾信小五福音禾信小五福音營本堂共有營本堂共有營本堂共有營本堂共有 7 位年輕人及兩位教牧作導師位年輕人及兩位教牧作導師位年輕人及兩位教牧作導師位年輕人及兩位教牧作導師，，，，營中有營中有營中有營中有 14 位學生決志信位學生決志信位學生決志信位學生決志信

主主主主，，，，請為日後跟進工作代禱請為日後跟進工作代禱請為日後跟進工作代禱請為日後跟進工作代禱。。。。 

8. 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禾信小一禾信小一禾信小一禾信小一派位共有派位共有派位共有派位共有 90 多位學報讀多位學報讀多位學報讀多位學報讀，，，，教育局派教育局派教育局派教育局派 77 人人人人，，，，報到者有報到者有報到者有報到者有 66 位位位位，，，，

其餘其餘其餘其餘為本校自行收生及叩門學生為本校自行收生及叩門學生為本校自行收生及叩門學生為本校自行收生及叩門學生，，，，若到若到若到若到 9 月開課時仍維持這人數月開課時仍維持這人數月開課時仍維持這人數月開課時仍維持這人數，，，，學校將會開學校將會開學校將會開學校將會開四四四四

班小一班小一班小一班小一，，，，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9. 為幫助小四至為幫助小四至為幫助小四至為幫助小四至 15 歲歲歲歲以下之少年人更明白上帝的道以下之少年人更明白上帝的道以下之少年人更明白上帝的道以下之少年人更明白上帝的道，，，，由由由由 6 月底開始月底開始月底開始月底開始，，，，崇拜後將與他崇拜後將與他崇拜後將與他崇拜後將與他

們有們有們有們有 10-15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聚集聚集聚集聚集，，，，解答他們在聽道時的問題解答他們在聽道時的問題解答他們在聽道時的問題解答他們在聽道時的問題，，，，或分享他們的得着或分享他們的得着或分享他們的得着或分享他們的得着。。。。 

10. 本堂主日學部定於本堂主日學部定於本堂主日學部定於本堂主日學部定於 7 月月月月 21、、、、28、、、、8 月月月月 4、、、、11 日日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 9:00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家家家家

庭系列講座庭系列講座庭系列講座庭系列講座」」」」，，，，邀請陳錫妹牧師負邀請陳錫妹牧師負邀請陳錫妹牧師負邀請陳錫妹牧師負責責責責，，，，請肢請肢請肢請肢體預留時間學習體預留時間學習體預留時間學習體預留時間學習，，，，詳情稍後公佈詳情稍後公佈詳情稍後公佈詳情稍後公佈。。。。 

11. 有關颱風或黑有關颱風或黑有關颱風或黑有關颱風或黑雨期間雨期間雨期間雨期間，，，，本堂之措施如下本堂之措施如下本堂之措施如下本堂之措施如下：：：：聚會前兩小時懸掛八號颱風或黑雨聚會前兩小時懸掛八號颱風或黑雨聚會前兩小時懸掛八號颱風或黑雨聚會前兩小時懸掛八號颱風或黑雨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所有聚會取消所有聚會取消所有聚會取消所有聚會取消；；；；八號颱風或黑雨除下後兩小時八號颱風或黑雨除下後兩小時八號颱風或黑雨除下後兩小時八號颱風或黑雨除下後兩小時，，，，所有聚會恢復所有聚會恢復所有聚會恢復所有聚會恢復。。。。若紅雨警告若紅雨警告若紅雨警告若紅雨警告訊號訊號訊號訊號

生效生效生效生效，，，，中中中中、、、、小學團契及兒童主日學暫停小學團契及兒童主日學暫停小學團契及兒童主日學暫停小學團契及兒童主日學暫停。。。。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林國豪弟兄已於林國豪弟兄已於林國豪弟兄已於林國豪弟兄已於 6 月月月月 29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往美國加洲作學術往美國加洲作學術往美國加洲作學術往美國加洲作學術研究兩年研究兩年研究兩年研究兩年，，，，請紀念請紀念請紀念請紀念。。。。 

2. 黃仙婆婆因肺炎曾入住黃仙婆婆因肺炎曾入住黃仙婆婆因肺炎曾入住黃仙婆婆因肺炎曾入住威爾斯醫院威爾斯醫院威爾斯醫院威爾斯醫院，，，，現已出院在家休養現已出院在家休養現已出院在家休養現已出院在家休養。。。。 

3.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亦曾因嚴重肺炎入住威爾斯醫院亦曾因嚴重肺炎入住威爾斯醫院亦曾因嚴重肺炎入住威爾斯醫院亦曾因嚴重肺炎入住威爾斯醫院，，，，經約兩星期多休息後經約兩星期多休息後經約兩星期多休息後經約兩星期多休息後，，，，已返回事奉已返回事奉已返回事奉已返回事奉

崗位服事崗位服事崗位服事崗位服事；；；；覆診後病情轉好覆診後病情轉好覆診後病情轉好覆診後病情轉好，，，，但仍需觀察多兩個月但仍需觀察多兩個月但仍需觀察多兩個月但仍需觀察多兩個月。。。。 

4. 陳二女婆婆近期接連的痛症令其身心靈軟弱陳二女婆婆近期接連的痛症令其身心靈軟弱陳二女婆婆近期接連的痛症令其身心靈軟弱陳二女婆婆近期接連的痛症令其身心靈軟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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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曾蓮珠婆曾蓮珠婆曾蓮珠婆曾蓮珠婆婆亦感雙腳無力婆亦感雙腳無力婆亦感雙腳無力婆亦感雙腳無力，，，，行動不便行動不便行動不便行動不便，，，，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6. 蔡志明姊妹之父親患蔡志明姊妹之父親患蔡志明姊妹之父親患蔡志明姊妹之父親患慢阻性肺病慢阻性肺病慢阻性肺病慢阻性肺病，，，，仍需靠氧氣呼吸仍需靠氧氣呼吸仍需靠氧氣呼吸仍需靠氧氣呼吸，，，，請請請請記念記念記念記念。。。。 

7. 梁希桐姊妹從美國回港渡假梁希桐姊妹從美國回港渡假梁希桐姊妹從美國回港渡假梁希桐姊妹從美國回港渡假。。。。 

8. 鄺嘉欣姊妹將於鄺嘉欣姊妹將於鄺嘉欣姊妹將於鄺嘉欣姊妹將於 7 月月月月 24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8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往日本短宣往日本短宣往日本短宣往日本短宣；；；；鄭翠鄭翠鄭翠鄭翠瓊瓊瓊瓊姊妹亦將於姊妹亦將於姊妹亦將於姊妹亦將於 8 月月月月 4 至至至至

10 日往柬埔寨短宣日往柬埔寨短宣日往柬埔寨短宣日往柬埔寨短宣，，，，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國與國之間國與國之間國與國之間國與國之間，，，，在地理在地理在地理在地理、、、、軍事軍事軍事軍事、、、、經濟之鬥爭代禱經濟之鬥爭代禱經濟之鬥爭代禱經濟之鬥爭代禱，，，，求主屏息危機求主屏息危機求主屏息危機求主屏息危機，，，，賜下和平賜下和平賜下和平賜下和平。。。。 

2. 為為為為新任新任新任新任特首特首特首特首梁振英先生梁振英先生梁振英先生梁振英先生及其管治班子及其管治班子及其管治班子及其管治班子代禱代禱代禱代禱，，，，求主幫助求主幫助求主幫助求主幫助他們建他們建他們建他們建立立立立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制定體制定體制定體制定體

恤民生的政策恤民生的政策恤民生的政策恤民生的政策。。。。 

3. 為為為為暑期暑期暑期暑期各各各各堂堂堂堂會會會會所所所所舉辦之營會舉辦之營會舉辦之營會舉辦之營會、、、、聚會聚會聚會聚會、、、、活活活活動動動動代禱代禱代禱代禱，，，，求求求求主使用這些平台主使用這些平台主使用這些平台主使用這些平台，，，，藉此見證藉此見證藉此見證藉此見證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傳揚福音傳揚福音傳揚福音傳揚福音，，，，建立肢體生命建立肢體生命建立肢體生命建立肢體生命。。。。 

4. 為為為為身體身體身體身體軟弱肢體軟弱肢體軟弱肢體軟弱肢體代禱代禱代禱代禱及及及及公開公開公開公開試後前路之試後前路之試後前路之試後前路之抉擇抉擇抉擇抉擇。。。。 

 

    2012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2012 年年年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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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七七

月月月月 

 

18(三三三三)     暑期兒童英語班暑期兒童英語班暑期兒童英語班暑期兒童英語班    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21(六六六六)     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一一一一))))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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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常委本會常委本會常委本會常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6(四四四四)     暑期生活營暑期生活營暑期生活營暑期生活營    升中一升中一升中一升中一、、、、二團友二團友二團友二團友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26(四四四四)     聖樂營聖樂營聖樂營聖樂營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28(六六六六)     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二二二二))))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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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31(二二二二)     暑期青少年福音營暑期青少年福音營暑期青少年福音營暑期青少年福音營 2012201220122012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 

八八八八

月月月月 

4(六六六六)     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三三三三))))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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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    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1(六六六六)     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四四四四))))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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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部部會崇拜部部會崇拜部部會崇拜部部會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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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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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GigiGigiGigiG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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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前十七年前十七年前十七年前，，，，因政府頒令公屋不能養狗因政府頒令公屋不能養狗因政府頒令公屋不能養狗因政府頒令公屋不能養狗，，，，很多狗隻便被遺棄在街上流浪着很多狗隻便被遺棄在街上流浪着很多狗隻便被遺棄在街上流浪着很多狗隻便被遺棄在街上流浪着，，，，

Gigi 便是其中一隻便是其中一隻便是其中一隻便是其中一隻，，，，牠的前主人將牠打扮得非常可愛而遺棄在火車站的牠的前主人將牠打扮得非常可愛而遺棄在火車站的牠的前主人將牠打扮得非常可愛而遺棄在火車站的牠的前主人將牠打扮得非常可愛而遺棄在火車站的。。。。 

 我家收養牠時我家收養牠時我家收養牠時我家收養牠時，，，，牠牠牠牠已經是一隻曾被訓練過的小狗已經是一隻曾被訓練過的小狗已經是一隻曾被訓練過的小狗已經是一隻曾被訓練過的小狗，，，，牠曉得向你作牠曉得向你作牠曉得向你作牠曉得向你作「「「「請請請請請請請請」」」」

姿勢姿勢姿勢姿勢，，，，曉得自己去曉得自己去曉得自己去曉得自己去厠所厠所厠所厠所，，，，曉得握手曉得握手曉得握手曉得握手……………………每次我一家四口每次我一家四口每次我一家四口每次我一家四口子回家時子回家時子回家時子回家時，，，，牠總是第牠總是第牠總是第牠總是第

一個向我走來很熱情的歡迎我一個向我走來很熱情的歡迎我一個向我走來很熱情的歡迎我一個向我走來很熱情的歡迎我、、、、錫我錫我錫我錫我、、、、跳高跳高跳高跳高、、、、吠着吠着吠着吠着，，，，有時甚至開心到失禁有時甚至開心到失禁有時甚至開心到失禁有時甚至開心到失禁！！！！

牠是我家唯一一隻不用牠是我家唯一一隻不用牠是我家唯一一隻不用牠是我家唯一一隻不用綁着綁着綁着綁着，，，，而又可以在全屋而又可以在全屋而又可以在全屋而又可以在全屋「「「「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的小狗的小狗的小狗的小狗；；；；就是帶牠就是帶牠就是帶牠就是帶牠

外出外出外出外出，，，，也不用綁牠也不用綁牠也不用綁牠也不用綁牠，，，，因牠永遠會走在你身邊因牠永遠會走在你身邊因牠永遠會走在你身邊因牠永遠會走在你身邊，，，，很少很少很少很少超遠你超遠你超遠你超遠你，，，，即或你即或你即或你即或你「「「「行得慢行得慢行得慢行得慢」，」，」，」，

牠牠牠牠會停下來回頭望會停下來回頭望會停下來回頭望會停下來回頭望，，，，然後然後然後然後「「「「等埋你等埋你等埋你等埋你」。」。」。」。 

 有時有時有時有時我們會吵架我們會吵架我們會吵架我們會吵架，，，，牠就牠就牠就牠就躲在一旁望着躲在一旁望着躲在一旁望着躲在一旁望着；；；；我有心事我有心事我有心事我有心事，，，，牠會坐在我身邊牠會坐在我身邊牠會坐在我身邊牠會坐在我身邊或腳下或腳下或腳下或腳下

陪我陪我陪我陪我，，，，會用手掃掃我會用手掃掃我會用手掃掃我會用手掃掃我，，，，好像向我說好像向我說好像向我說好像向我說：「：「：「：「不要難過啊不要難過啊不要難過啊不要難過啊！！！！笑吓啦笑吓啦笑吓啦笑吓啦！」！」！」！」Gigi 是一隻是一隻是一隻是一隻

很體貼的狗很體貼的狗很體貼的狗很體貼的狗。。。。 

Gigi 最怕行雷閃電最怕行雷閃電最怕行雷閃電最怕行雷閃電，，，，牠會瑟縮一旁牠會瑟縮一旁牠會瑟縮一旁牠會瑟縮一旁，，，，心會跳得很快心會跳得很快心會跳得很快心會跳得很快。。。。牠很乖牠很乖牠很乖牠很乖，，，，和牠洗澡時和牠洗澡時和牠洗澡時和牠洗澡時

會會會會「「「「定定地定定地定定地定定地」，」，」，」，不會弄不會弄不會弄不會弄濕你濕你濕你濕你。。。。最可愛的是最可愛的是最可愛的是最可愛的是，，，，Gigi 是一隻會崇拜的狗是一隻會崇拜的狗是一隻會崇拜的狗是一隻會崇拜的狗！！！！ 

每每每每次次次次當我們說當我們說當我們說當我們說：「：「：「：「家庭崇家庭崇家庭崇家庭崇拜拜拜拜啦啦啦啦！」，！」，！」，！」，牠會走過來牠會走過來牠會走過來牠會走過來，，，，然後坐在我們腳下然後坐在我們腳下然後坐在我們腳下然後坐在我們腳下，，，，和我和我和我和我

們一同敬拜們一同敬拜們一同敬拜們一同敬拜，，，，當當當當我們彼此代禱時我們彼此代禱時我們彼此代禱時我們彼此代禱時，，，，牠會躺在地上牠會躺在地上牠會躺在地上牠會躺在地上，，，，雙手雙手雙手雙手疊着疊着疊着疊着，，，，好像祈禱姿勢好像祈禱姿勢好像祈禱姿勢好像祈禱姿勢，，，，

大家說完大家說完大家說完大家說完「「「「阿們阿們阿們阿們」」」」後後後後，，，，牠才望望我們牠才望望我們牠才望望我們牠才望望我們，，，，然後回自己的然後回自己的然後回自己的然後回自己的安樂窩睡安樂窩睡安樂窩睡安樂窩睡覺覺覺覺，，，，很神奇很神奇很神奇很神奇！！！！ 

2012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6 日下午四時十日下午四時十日下午四時十日下午四時十分分分分，，，，Gigi 在我和師丈陪伴下安息了在我和師丈陪伴下安息了在我和師丈陪伴下安息了在我和師丈陪伴下安息了，，，，脫離癌脫離癌脫離癌脫離癌

病的折磨病的折磨病的折磨病的折磨，，，，很安詳很安詳很安詳很安詳，，，，但我實在非常非常捨不得牠但我實在非常非常捨不得牠但我實在非常非常捨不得牠但我實在非常非常捨不得牠。。。。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Gigi ，，，，懷念你懷念你懷念你懷念你，，，，一隻一隻一隻一隻

既體貼人既體貼人既體貼人既體貼人，，，，又會崇拜的狗狗又會崇拜的狗狗又會崇拜的狗狗又會崇拜的狗狗！！！！ 

分享園分享園分享園分享園地地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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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本會以下工場需要代禱請為本會以下工場需要代禱請為本會以下工場需要代禱請為本會以下工場需要代禱 :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1. 四隊短宣隊分別於七月四隊短宣隊分別於七月四隊短宣隊分別於七月四隊短宣隊分別於七月（（（（泰國曼谷隊泰國曼谷隊泰國曼谷隊泰國曼谷隊、、、、泰國鄉村隊泰國鄉村隊泰國鄉村隊泰國鄉村隊））））及八月及八月及八月及八月（（（（泰國親子隊泰國親子隊泰國親子隊泰國親子隊、、、、

柬埔寨隊柬埔寨隊柬埔寨隊柬埔寨隊））））進行短宣體驗進行短宣體驗進行短宣體驗進行短宣體驗，，，，求主親自培育各隊員的生命求主親自培育各隊員的生命求主親自培育各隊員的生命求主親自培育各隊員的生命。。。。 

2. 本會多個工場急需宣教士本會多個工場急需宣教士本會多個工場急需宣教士本會多個工場急需宣教士，，，，求主賜我們敏銳的耳朵求主賜我們敏銳的耳朵求主賜我們敏銳的耳朵求主賜我們敏銳的耳朵，，，，聽到來自遠方聽到來自遠方聽到來自遠方聽到來自遠方等等等等待拯待拯待拯待拯

救靈魂的呼聲救靈魂的呼聲救靈魂的呼聲救靈魂的呼聲。。。。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泰北拉胡族村莊教會正值發展泰北拉胡族村莊教會正值發展泰北拉胡族村莊教會正值發展泰北拉胡族村莊教會正值發展，，，，求主加力量給同工為主作見證求主加力量給同工為主作見證求主加力量給同工為主作見證求主加力量給同工為主作見證，，，，同時為即同時為即同時為即同時為即

將抵達當地的短宣隊員禱告將抵達當地的短宣隊員禱告將抵達當地的短宣隊員禱告將抵達當地的短宣隊員禱告，，，，求主帶領一切預備的工作求主帶領一切預備的工作求主帶領一切預備的工作求主帶領一切預備的工作。。。。 

2. 求主為滿恩堂預備傳道同工求主為滿恩堂預備傳道同工求主為滿恩堂預備傳道同工求主為滿恩堂預備傳道同工，，，，接替接替接替接替 SUBIN 牧師的工作牧師的工作牧師的工作牧師的工作。。。。 

3. 為歐陽雪玲姑娘能體貼上帝心意服事禱告為歐陽雪玲姑娘能體貼上帝心意服事禱告為歐陽雪玲姑娘能體貼上帝心意服事禱告為歐陽雪玲姑娘能體貼上帝心意服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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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八月短宣隊的教學服事能招聚得學員禱告為八月短宣隊的教學服事能招聚得學員禱告為八月短宣隊的教學服事能招聚得學員禱告為八月短宣隊的教學服事能招聚得學員禱告。。。。 

2. 為陳慧玲牧師將於本年底有較長時間留在柬國的服事禱告為陳慧玲牧師將於本年底有較長時間留在柬國的服事禱告為陳慧玲牧師將於本年底有較長時間留在柬國的服事禱告為陳慧玲牧師將於本年底有較長時間留在柬國的服事禱告，，，，求主保守陳牧求主保守陳牧求主保守陳牧求主保守陳牧

師的健康及垂顧她在港的年邁父親師的健康及垂顧她在港的年邁父親師的健康及垂顧她在港的年邁父親師的健康及垂顧她在港的年邁父親。。。。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教會新開辦了學童功課輔導班及青年英文雅思班教會新開辦了學童功課輔導班及青年英文雅思班教會新開辦了學童功課輔導班及青年英文雅思班教會新開辦了學童功課輔導班及青年英文雅思班(IELTS)作為傳福音的楔作為傳福音的楔作為傳福音的楔作為傳福音的楔

子子子子, 求主賜福給這兩項事工求主賜福給這兩項事工求主賜福給這兩項事工求主賜福給這兩項事工。。。。 

2. 曾國輝牧師夫婦將於本年十一月至明年二月回港述職曾國輝牧師夫婦將於本年十一月至明年二月回港述職曾國輝牧師夫婦將於本年十一月至明年二月回港述職曾國輝牧師夫婦將於本年十一月至明年二月回港述職，，，，請為他們離開斐濟請為他們離開斐濟請為他們離開斐濟請為他們離開斐濟

前緊密的事工安排祈禱前緊密的事工安排祈禱前緊密的事工安排祈禱前緊密的事工安排祈禱。。。。 

3. 求主為曾牧師夫婦預備回港述職期間的住宿地方求主為曾牧師夫婦預備回港述職期間的住宿地方求主為曾牧師夫婦預備回港述職期間的住宿地方求主為曾牧師夫婦預備回港述職期間的住宿地方。。。。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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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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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95 98 96 --- 97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0 18 21 19 --- 20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97 --- 5 --- --- 51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10 8 10 6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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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11 --- 9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32 13 26 24 19 23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1 --- 3 7 5 4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8 4 4 11 5 6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2 5 5 5 4 4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0 --- --- 6 --- 8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7 4 17 --- 9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5 41 55 55 --- 51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7 8 --- --- --- 8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5 --- 7 7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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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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7 3/7 4/7 5/7 6/7 
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 

7/7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8/7 9/7 10/7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 

11/7 
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 

12/7 13/7 14/7 

15/7 
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 

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 

16/7 17/7 18/7 19/7 
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 

20/7 
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 

21/7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22/7 
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 

23/7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詹振強詹振強詹振強詹振強 

24/7 
廖鳳弟廖鳳弟廖鳳弟廖鳳弟 

25/7 26/7 
*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27/7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劉劉劉劉  枝枝枝枝 

28/7 
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 

29/7 30/7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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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國姿林國姿林國姿林國姿 

11/8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12/8 13/8 14/8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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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畢畢畢  森森森森 

27/8 28/8 29/8 30/8 31/8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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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七七七七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八八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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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21/7 28/7 4/8 11/8 18/8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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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EQ 

加油站加油站加油站加油站 

齊來認識齊來認識齊來認識齊來認識

沐恩堂沐恩堂沐恩堂沐恩堂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分組球賽分組球賽分組球賽分組球賽 

福音電影福音電影福音電影福音電影

暨佈道會暨佈道會暨佈道會暨佈道會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歷奇遊戲歷奇遊戲歷奇遊戲歷奇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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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問答聖經問答聖經問答聖經問答 
EQ 

加油站加油站加油站加油站 

齊來認識齊來認識齊來認識齊來認識

沐恩堂沐恩堂沐恩堂沐恩堂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分組球賽分組球賽分組球賽分組球賽 

唱出我唱出我唱出我唱出我 

心聲心聲心聲心聲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歷奇遊戲歷奇遊戲歷奇遊戲歷奇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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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詩歌週詩歌週詩歌週詩歌週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探訪探訪探訪探訪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短宣短宣短宣短宣

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 

約翰團約翰團約翰團約翰團 

的足印的足印的足印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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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齊睇一齊睇一齊睇一齊睇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容我寧靜容我寧靜容我寧靜容我寧靜 

(出外出外出外出外)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

會會會會(出外出外出外出外)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短宣短宣短宣短宣

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 
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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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家庭系列家庭系列家庭系列家庭系列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家家家家庭系列庭系列庭系列庭系列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家庭系列家庭系列家庭系列家庭系列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家庭系列家庭系列家庭系列家庭系列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On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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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3/7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0/7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2/7 日日日日)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0/8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7/8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6/8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1/7 18/7 25/7 1/8 8/8 15/8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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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講短講短講短講 
化平凡化平凡化平凡化平凡

為神奇為神奇為神奇為神奇 
拼金句拼金句拼金句拼金句 

扮嘢扮嘢扮嘢扮嘢 

大賽大賽大賽大賽 
短講短講短講短講 

影音影音影音影音 

播放播放播放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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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22/7 29/7 5/8 12/8 19/8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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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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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憑試放文憑試放文憑試放文憑試放

榜榜榜榜(20/7),

本堂青少本堂青少本堂青少本堂青少

年求學年求學年求學年求學/就就就就

業業業業,社會青社會青社會青社會青

少年善用少年善用少年善用少年善用

暑期暑期暑期暑期 

--- --- 

主日學服主日學服主日學服主日學服

事事事事,少年人少年人少年人少年人

信仰成長信仰成長信仰成長信仰成長,

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 

--- 

候選執事候選執事候選執事候選執事

心志心志心志心志,升小升小升小升小

一一一一/中一學中一學中一學中一學

生預備迎生預備迎生預備迎生預備迎

接改變接改變接改變接改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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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八八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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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22/7 29/7 5/8 12/8 19/8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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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十一十一十一十一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十三十三十三十三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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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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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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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浩賢牧師曾浩賢牧師曾浩賢牧師曾浩賢牧師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陳耀華校長陳耀華校長陳耀華校長陳耀華校長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曹瑞雲牧師曹瑞雲牧師曹瑞雲牧師曹瑞雲牧師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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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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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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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摩摩摩摩 7 : 7 - 15 

弗弗弗弗 1 : 3 - 14 

可可可可 6 : 14 - 29 

耶耶耶耶 23 : 1 - 6 

弗弗弗弗 2 : 11- 22 

可可可可 6: 30 – 34, 

53 - 56 

王下王下王下王下 4:42-44 

弗弗弗弗 3 : 14 - 21 

約約約約 6 : 1 - 21 

出出出出 16: 2 - 4, 

9 - 15 

弗弗弗弗 4: 1- 16 

約約約約 6: 24 - 35 

王上王上王上王上 19:4-8 

弗弗弗弗 4:25 - 5:2 

約約約約 6 : 35, 

41 - 51 

箴箴箴箴 9 : 1 - 6 

弗弗弗弗 5 : 15 - 20 

約約約約 6 : 51 - 58 

書書書書 24:1-2 上上上上, 

14 - 18 

弗弗弗弗 6: 10 - 20 

約約約約 6 : 56 - 69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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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    ------------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    

司司司司

獻獻獻獻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譚譚譚譚淑婷淑婷淑婷淑婷 

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    ------------    ------------    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    ------------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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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24, 403,24, 403,24, 403,24, 403,    

416,416,416,416,    

要忠心要忠心要忠心要忠心    

67, 369,67, 369,67, 369,67, 36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5,115,115,115,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58, 441258, 441258, 441258, 441    

20, 323,20, 323,20, 323,20, 32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8,118,118,118,    

225225225225    

65, 43865, 43865, 43865, 43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1,91,91,91,    

441441441441    

67, 243,67, 243,67, 243,67, 243,    

363,363,363,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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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1,31,31,31,    

338,338,338,338,    411,411,411,411,    

415415415415    

64, 245,64, 245,64, 245,64, 245,    

418,418,418,418,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 , , 

262,262,262,26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0909090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佳佳佳佳 42 42 42 42 佳佳佳佳 52525252    

佳佳佳佳 31313131    
------------    ------------    

佳佳佳佳    33 33 33 33 小小小小    63636363    

佳佳佳佳    34343434    
------------    

佳佳佳佳    33 33 33 33 佳佳佳佳 55555555    

佳佳佳佳    34343434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廖廖廖廖                            淑淑淑淑                            卿卿卿卿    李李李李                            慈慈慈慈                            英英英英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    ------------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    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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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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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鄭鄭鄭                            翠翠翠翠                        瓊瓊瓊瓊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譚譚譚譚            志志志志            雄雄雄雄    李李李李                            銘銘銘銘                        生生生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