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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過針眼的窄路穿過針眼的窄路穿過針眼的窄路穿過針眼的窄路              盧韻怡姊妹盧韻怡姊妹盧韻怡姊妹盧韻怡姊妹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有一個人跑來有一個人跑來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跪在他面前跪在他面前跪在他面前，，，，問他說問他說問他說問他說：：：：『『『『良善的夫子良善的夫子良善的夫子良善的夫子，，，，我當我當我當我當
作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作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作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作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除了上帝一位之除了上帝一位之除了上帝一位之
外外外外，，，，再沒有良善的再沒有良善的再沒有良善的再沒有良善的。。。。誡命你是曉得的誡命你是曉得的誡命你是曉得的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殺人不可殺人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姦淫不可姦淫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偷盜不可偷盜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作假見證不可作假見證不可作假見證；；；；
不可虧負人不可虧負人不可虧負人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當孝敬父母當孝敬父母當孝敬父母。』。』。』。』他對耶穌說他對耶穌說他對耶穌說他對耶穌說：：：：『『『『夫子夫子夫子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耶穌看耶穌看耶穌看耶穌看
著他著他著他著他，，，，就愛他就愛他就愛他就愛他，，，，對他說對他說對他說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你還缺少一你還缺少一你還缺少一件件件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去變賣你所有的去變賣你所有的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分給窮人分給窮人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就必有財寶在就必有財寶在就必有財寶在
天上天上天上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他聽見這話他聽見這話他聽見這話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臉上就變了色臉上就變了色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憂憂愁愁的走了憂憂愁愁的走了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因為他的產因為他的產因為他的產
業很多業很多業很多業很多。。。。耶穌周圍一看耶穌周圍一看耶穌周圍一看耶穌周圍一看，，，，對門徒說對門徒說對門徒說對門徒說：：：：『『『『有錢財的人進有錢財的人進有錢財的人進有錢財的人進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哪的國是何等的難哪的國是何等的難哪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門徒希門徒希門徒希門徒希
奇他的話奇他的話奇他的話奇他的話。。。。耶穌又對他們說耶穌又對他們說耶穌又對他們說耶穌又對他們說：：：：『『『『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倚靠錢財的人進倚靠錢財的人進倚靠錢財的人進倚靠錢財的人進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哪的國是何等的難哪的國是何等的難哪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駱駝穿駱駝穿駱駝穿駱駝穿
過針的眼過針的眼過針的眼過針的眼，，，，比財主進比財主進比財主進比財主進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的國還容易呢的國還容易呢的國還容易呢的國還容易呢。。。。』」』」』」』」        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 10101010    ::::    17171717    ----    25252525    

當然當然當然當然，，，，我們沒有財主的富有我們沒有財主的富有我們沒有財主的富有我們沒有財主的富有，，，，但財主的不捨但財主的不捨但財主的不捨但財主的不捨，，，，同樣反映在我們身上同樣反映在我們身上同樣反映在我們身上同樣反映在我們身上。。。。今天的社會今天的社會今天的社會今天的社會，，，，

滿是豐富的物質生活滿是豐富的物質生活滿是豐富的物質生活滿是豐富的物質生活，，，，為著過得更舒適為著過得更舒適為著過得更舒適為著過得更舒適，，，，我們不停改進我們不停改進我們不停改進我們不停改進，，，，我們辛勞我們辛勞我們辛勞我們辛勞，，，，又享受勞碌所得來又享受勞碌所得來又享受勞碌所得來又享受勞碌所得來

的便利的便利的便利的便利。。。。    

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便利便利便利便利，，，，促使每天有更多的選擇促使每天有更多的選擇促使每天有更多的選擇促使每天有更多的選擇，，，，吃什麼吃什麼吃什麼吃什麼、、、、穿什麼穿什麼穿什麼穿什麼，，，，上班賺取金錢上班賺取金錢上班賺取金錢上班賺取金錢、、、、和朋友一和朋友一和朋友一和朋友一

起消遣起消遣起消遣起消遣、、、、到別處遊覽度假到別處遊覽度假到別處遊覽度假到別處遊覽度假，，，，甚至返崇拜甚至返崇拜甚至返崇拜甚至返崇拜、、、、返團契也成為千萬選擇之一返團契也成為千萬選擇之一返團契也成為千萬選擇之一返團契也成為千萬選擇之一。。。。而當彷彿別的活而當彷彿別的活而當彷彿別的活而當彷彿別的活

動顯得新奇有趣動顯得新奇有趣動顯得新奇有趣動顯得新奇有趣，，，，朋友的催逼令人覺得不好意思朋友的催逼令人覺得不好意思朋友的催逼令人覺得不好意思朋友的催逼令人覺得不好意思，，，，工作上的安排教人無奈工作上的安排教人無奈工作上的安排教人無奈工作上的安排教人無奈，，，，返教會就淪返教會就淪返教會就淪返教會就淪

為次選為次選為次選為次選。。。。然而然而然而然而，，，，十架的路本身就是苦路十架的路本身就是苦路十架的路本身就是苦路十架的路本身就是苦路，，，，因為信仰因為信仰因為信仰因為信仰，，，，我們被分別出來我們被分別出來我們被分別出來我們被分別出來，，，，在世而不屬世在世而不屬世在世而不屬世在世而不屬世，，，，

就似是鵝站在鴨群中央就似是鵝站在鴨群中央就似是鵝站在鴨群中央就似是鵝站在鴨群中央，，，，讓人一眼就分辨出來讓人一眼就分辨出來讓人一眼就分辨出來讓人一眼就分辨出來。。。。福音書中福音書中福音書中福音書中，，，，財主捨不得他的產業財主捨不得他的產業財主捨不得他的產業財主捨不得他的產業；；；；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我們又有什麼阻撓在跟隨主之前我們又有什麼阻撓在跟隨主之前我們又有什麼阻撓在跟隨主之前我們又有什麼阻撓在跟隨主之前？？？？    

若然我們把耶穌的問句改變一下若然我們把耶穌的問句改變一下若然我們把耶穌的問句改變一下若然我們把耶穌的問句改變一下：：：：    

1.1.1.1.    耶穌看著耶穌看著耶穌看著耶穌看著你你你你，，，，就愛就愛就愛就愛你你你你，，，，對對對對你你你你說說說說：：：：「「「「你還缺少一件你還缺少一件你還缺少一件你還缺少一件：：：：放棄對衣著潮流的追求放棄對衣著潮流的追求放棄對衣著潮流的追求放棄對衣著潮流的追求, 將將將將所得的所得的所得的所得的

拿去幫助有拿去幫助有拿去幫助有拿去幫助有   需要的人需要的人需要的人需要的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就必有財寶在天上就必有財寶在天上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    

2. 2. 2. 2.     耶穌看著耶穌看著耶穌看著耶穌看著你你你你，，，，就愛就愛就愛就愛你你你你，，，，對對對對你你你你說說說說：：：：「「「「你還缺少一件你還缺少一件你還缺少一件你還缺少一件：：：：放下對工作放下對工作放下對工作放下對工作、、、、對生活的不滿對生活的不滿對生活的不滿對生活的不滿, 勇敢勇敢勇敢勇敢

將你的信仰和他人分享將你的信仰和他人分享將你的信仰和他人分享將你的信仰和他人分享,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就必有財寶在天上就必有財寶在天上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    

3. 3. 3. 3.     耶穌看著耶穌看著耶穌看著耶穌看著你你你你，，，，就愛就愛就愛就愛你你你你，，，，對對對對你你你你說說說說：：：：「「「「你還缺少一件你還缺少一件你還缺少一件你還缺少一件：：：：放開對同儕的認同和渴求放開對同儕的認同和渴求放開對同儕的認同和渴求放開對同儕的認同和渴求, 帶著使帶著使帶著使帶著使

命去改變他們而非被改變命去改變他們而非被改變命去改變他們而非被改變命去改變他們而非被改變，，，，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就必有財寶在天上就必有財寶在天上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    

…………    …………    

你會怎樣回應呢你會怎樣回應呢你會怎樣回應呢你會怎樣回應呢？？？？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    就是要帶著使命就是要帶著使命就是要帶著使命就是要帶著使命，，，，    走進世界走進世界走進世界走進世界，，，，    改變世界改變世界改變世界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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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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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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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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9 人人人人；；；；外外外外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友為友為友為友為 14 人人人人。。。。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 9 月月月月 2 日主日崇拜後舉行日主日崇拜後舉行日主日崇拜後舉行日主日崇拜後舉行，，，，由於下年度會將傳栽由於下年度會將傳栽由於下年度會將傳栽由於下年度會將傳栽

部分拆為傳道部及栽培部部分拆為傳道部及栽培部部分拆為傳道部及栽培部部分拆為傳道部及栽培部，，，，故今次執事故今次執事故今次執事故今次執事選舉會多選一位選舉會多選一位選舉會多選一位選舉會多選一位，，，，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並並並並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3.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提名委員會執事提名委員會執事提名委員會執事提名委員會已提名六位執事候選人已提名六位執事候選人已提名六位執事候選人已提名六位執事候選人，，，，分別為黃日勝分別為黃日勝分別為黃日勝分別為黃日勝、、、、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及黃詠琪及黃詠琪及黃詠琪及黃詠琪，，，，請為他們禱告請為他們禱告請為他們禱告請為他們禱告。。。。 

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主日學部招募下年度主日學老師人手主日學部招募下年度主日學老師人手主日學部招募下年度主日學老師人手主日學部招募下年度主日學老師人手，，，，並將於並將於並將於並將於 8 月月月月 26 及及及及 9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00 - 

10:00 開辦老師培訓課程開辦老師培訓課程開辦老師培訓課程開辦老師培訓課程，，，，歡迎肢體參與歡迎肢體參與歡迎肢體參與歡迎肢體參與。。。。 

5. 暑期英文班暑期英文班暑期英文班暑期英文班已於七月開課已於七月開課已於七月開課已於七月開課，，，，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13 位位位位四至六年級禾信學生參加四至六年級禾信學生參加四至六年級禾信學生參加四至六年級禾信學生參加，，，，多謝不少自動請多謝不少自動請多謝不少自動請多謝不少自動請

纓的肢體擔任助教一職纓的肢體擔任助教一職纓的肢體擔任助教一職纓的肢體擔任助教一職。。。。 

6. 本本本本會沙田區同工會將於會沙田區同工會將於會沙田區同工會將於會沙田區同工會將於 9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10 月月月月 6、、、、20 及及及及 27 日逢星期六晚日逢星期六晚日逢星期六晚日逢星期六晚 8:00 – 9:30 假假假假

救恩堂舉辦救恩堂舉辦救恩堂舉辦救恩堂舉辦 2012 聖經課程聖經課程聖經課程聖經課程，，，，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古以色列風俗習古以色列風俗習古以色列風俗習古以色列風俗習慣慣慣慣」，」，」，」，由戴浩輝博士主講由戴浩輝博士主講由戴浩輝博士主講由戴浩輝博士主講，，，，

詳情請參閱海詳情請參閱海詳情請參閱海詳情請參閱海報報報報。。。。 

7. 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 11 月月月月 24-25 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 2012 奮奮奮奮興營興營興營興營，，，，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聖徒演義聖徒演義聖徒演義聖徒演義」，」，」，」，由周由周由周由周

兆真兆真兆真兆真院長主講院長主講院長主講院長主講，，，，對象為對象為對象為對象為 25 - 45 歲信徒歲信徒歲信徒歲信徒，，，，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10 月月月月 4 日之前日之前日之前日之前$400，，，，之後每位之後每位之後每位之後每位$600，，，，

詳情請看海報詳情請看海報詳情請看海報詳情請看海報。。。。 

8. 基督教牧愛會乃一服務更新人士之志願機基督教牧愛會乃一服務更新人士之志願機基督教牧愛會乃一服務更新人士之志願機基督教牧愛會乃一服務更新人士之志願機構構構構，，，，現推出現推出現推出現推出「「「「愛心劵愛心劵愛心劵愛心劵」」」」籌籌籌籌款款款款，，，，請肢體踴請肢體踴請肢體踴請肢體踴

躍支持躍支持躍支持躍支持，，，，有關資料請向黃鳳霞姊妹有關資料請向黃鳳霞姊妹有關資料請向黃鳳霞姊妹有關資料請向黃鳳霞姊妹索取索取索取索取。。。。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黎英婆婆於黎英婆婆於黎英婆婆於黎英婆婆於 7 月月月月 11 日晚主懷安息日晚主懷安息日晚主懷安息日晚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 7 月月月月 26 日假萬國殯儀館舉行日假萬國殯儀館舉行日假萬國殯儀館舉行日假萬國殯儀館舉行，，，，

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 

2. 謝詩淇姊妹之親妹病情反覆謝詩淇姊妹之親妹病情反覆謝詩淇姊妹之親妹病情反覆謝詩淇姊妹之親妹病情反覆，，，，近期又再看不到影像近期又再看不到影像近期又再看不到影像近期又再看不到影像，，，，現轉往瑪麗醫院診治現轉往瑪麗醫院診治現轉往瑪麗醫院診治現轉往瑪麗醫院診治。。。。 

3. 王志森弟兄之三哥王志華於王志森弟兄之三哥王志華於王志森弟兄之三哥王志華於王志森弟兄之三哥王志華於 7 月月月月 9 日早上去逝日早上去逝日早上去逝日早上去逝，，，，喪禮已於喪禮已於喪禮已於喪禮已於 8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假寶福紀念館假寶福紀念館假寶福紀念館假寶福紀念館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求主安慰志森及志華之親人求主安慰志森及志華之親人求主安慰志森及志華之親人求主安慰志森及志華之親人。。。。 

4. 文憑文憑文憑文憑試放榜試放榜試放榜試放榜，，，，本堂應考肢體均獲理想成績本堂應考肢體均獲理想成績本堂應考肢體均獲理想成績本堂應考肢體均獲理想成績，，，，求上帝求上帝求上帝求上帝繼續帶領其升學事宜繼續帶領其升學事宜繼續帶領其升學事宜繼續帶領其升學事宜 (名單為名單為名單為名單為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冼燕欣、、、、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胡清霞胡清霞胡清霞胡清霞、、、、康少娜康少娜康少娜康少娜)。。。。 

5. 李恩蓓姊妹李恩蓓姊妹李恩蓓姊妹李恩蓓姊妹、、、、伍志豪弟兄帶領伍志豪弟兄帶領伍志豪弟兄帶領伍志豪弟兄帶領花式跳繩隊員代表香港花式跳繩隊員代表香港花式跳繩隊員代表香港花式跳繩隊員代表香港，，，，前往美國參加世界花式跳前往美國參加世界花式跳前往美國參加世界花式跳前往美國參加世界花式跳

繩繩繩繩比賽比賽比賽比賽，，，，將逗留約兩星期將逗留約兩星期將逗留約兩星期將逗留約兩星期 (7 月月月月 28 至至至至 8 月月月月 12 日日日日)。。。。 

6. 吳牧師已於吳牧師已於吳牧師已於吳牧師已於 7 月月月月 31 至至至至 8 月月月月 4 日放日放日放日放年年年年假假假假 4 天天天天，，，，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7 月月月月 30-31 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 2 天天天天。。。。 

7. 陳敏嫺姊妹已於陳敏嫺姊妹已於陳敏嫺姊妹已於陳敏嫺姊妹已於 8 月月月月 6 日前往澳洲工作及遊日前往澳洲工作及遊日前往澳洲工作及遊日前往澳洲工作及遊歷歷歷歷，，，，為期一年為期一年為期一年為期一年，，，，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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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余美歡婆婆上週在家中滑倒余美歡婆婆上週在家中滑倒余美歡婆婆上週在家中滑倒余美歡婆婆上週在家中滑倒，，，，左手手腕左手手腕左手手腕左手手腕斷裂斷裂斷裂斷裂，，，，打了石膏打了石膏打了石膏打了石膏。。。。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世界代禱世界代禱世界代禱世界代禱，，，，特別是特別是特別是特別是敍利亞敍利亞敍利亞敍利亞局勢局勢局勢局勢、、、、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台灣等之風災台灣等之風災台灣等之風災台灣等之風災、、、、水災所造成水災所造成水災所造成水災所造成

的傷亡及損失的傷亡及損失的傷亡及損失的傷亡及損失。。。。 

2. 為為為為 9 月月月月立法會選舉立法會選舉立法會選舉立法會選舉，，，，現各政黨及參選人正密羅緊鼓地籌備及宣傳現各政黨及參選人正密羅緊鼓地籌備及宣傳現各政黨及參選人正密羅緊鼓地籌備及宣傳現各政黨及參選人正密羅緊鼓地籌備及宣傳，，，，求上帝賜公平求上帝賜公平求上帝賜公平求上帝賜公平、、、、

公正的選舉給我們公正的選舉給我們公正的選舉給我們公正的選舉給我們。。。。 

3. 為為為為本堂身體軟弱本堂身體軟弱本堂身體軟弱本堂身體軟弱、、、、心靈疲乏肢體禱告心靈疲乏肢體禱告心靈疲乏肢體禱告心靈疲乏肢體禱告。。。。 

4.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9 月月月月 2 日教友大會及選舉下屆執事代禱日教友大會及選舉下屆執事代禱日教友大會及選舉下屆執事代禱日教友大會及選舉下屆執事代禱。。。。 

5. 為本堂為本堂為本堂為本堂聖工及教會發展禱告聖工及教會發展禱告聖工及教會發展禱告聖工及教會發展禱告，，，，求上帝賜智慧求上帝賜智慧求上帝賜智慧求上帝賜智慧給給給給所有事奉者所有事奉者所有事奉者所有事奉者，，，，帶領教會的復帶領教會的復帶領教會的復帶領教會的復興興興興。。。。 

 

 

    2012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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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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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九九

月月月月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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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一一一一)     主禮訓練班主禮訓練班主禮訓練班主禮訓練班    ((((一一一一))))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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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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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一一一一)     主禮訓練班主禮訓練班主禮訓練班主禮訓練班    ((((二二二二))))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4(五五五五)     使命谷歌營使命谷歌營使命谷歌營使命谷歌營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6(日日日日)     詩班員分享暨感恩會詩班員分享暨感恩會詩班員分享暨感恩會詩班員分享暨感恩會    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17(一一一一)     主禮訓練班主禮訓練班主禮訓練班主禮訓練班    ((((三三三三))))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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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一一一一)     主禮訓練班主禮訓練班主禮訓練班主禮訓練班    ((((四四四四))))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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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六六六六)     沙田區主日學課程沙田區主日學課程沙田區主日學課程沙田區主日學課程((((一一一一))))    沙田區堂會肢體沙田區堂會肢體沙田區堂會肢體沙田區堂會肢體 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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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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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人生美味人生美味人生美味人生                                                        譚志雄弟兄譚志雄弟兄譚志雄弟兄譚志雄弟兄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教友教友教友教友)  

 

 大約在兩個月前大約在兩個月前大約在兩個月前大約在兩個月前，，，，自己剛轉職到另一機構工作自己剛轉職到另一機構工作自己剛轉職到另一機構工作自己剛轉職到另一機構工作，，，，服侍的對象已不是青少年服侍的對象已不是青少年服侍的對象已不是青少年服侍的對象已不是青少年

或吸或吸或吸或吸毒人士毒人士毒人士毒人士，，，，而是有輕而是有輕而是有輕而是有輕、、、、中度智障及精神病康中度智障及精神病康中度智障及精神病康中度智障及精神病康復者復者復者復者。。。。最初自己有點懼怕最初自己有點懼怕最初自己有點懼怕最初自己有點懼怕，，，，不不不不

知怎樣和他們相處知怎樣和他們相處知怎樣和他們相處知怎樣和他們相處；；；；好慚愧好慚愧好慚愧好慚愧，，，，原來一切都是出於自己的杞人憂天原來一切都是出於自己的杞人憂天原來一切都是出於自己的杞人憂天原來一切都是出於自己的杞人憂天。。。。他們不但他們不但他們不但他們不但

和我們沒有太大分別之外和我們沒有太大分別之外和我們沒有太大分別之外和我們沒有太大分別之外，，，，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待人有禮待人有禮待人有禮待人有禮、、、、工作認真工作認真工作認真工作認真、、、、準時準時準時準時、、、、率直及坦誠率直及坦誠率直及坦誠率直及坦誠，，，，

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他們生活要求簡單他們生活要求簡單他們生活要求簡單他們生活要求簡單、、、、容易滿足容易滿足容易滿足容易滿足，，，，一件小小事情足以令他們開一件小小事情足以令他們開一件小小事情足以令他們開一件小小事情足以令他們開心半心半心半心半

天天天天。。。。他們所擁有的他們所擁有的他們所擁有的他們所擁有的，，，，正正是自己一直所追求的正正是自己一直所追求的正正是自己一直所追求的正正是自己一直所追求的 - 「「「「簡單生活簡單生活簡單生活簡單生活」」」」。。。。 

  

最近最近最近最近，，，，有機會在團契與一班小學生團友分享有機會在團契與一班小學生團友分享有機會在團契與一班小學生團友分享有機會在團契與一班小學生團友分享煮食心得煮食心得煮食心得煮食心得，，，，而烹調的食物是而烹調的食物是而烹調的食物是而烹調的食物是「「「「碗碗碗碗

仔翅仔翅仔翅仔翅」」」」。。。。選擇選擇選擇選擇「「「「碗仔翅碗仔翅碗仔翅碗仔翅」」」」的原因是從服侍中啟發出來的原因是從服侍中啟發出來的原因是從服侍中啟發出來的原因是從服侍中啟發出來；「；「；「；「碗仔翅碗仔翅碗仔翅碗仔翅」」」」內並沒有真內並沒有真內並沒有真內並沒有真

正的魚翅正的魚翅正的魚翅正的魚翅，，，，它只有簡單的材它只有簡單的材它只有簡單的材它只有簡單的材料料料料，，，，但同樣美味無比但同樣美味無比但同樣美味無比但同樣美味無比，，，，並視乎你放甚麼材料並視乎你放甚麼材料並視乎你放甚麼材料並視乎你放甚麼材料在內在內在內在內。。。。

正如人生不一定要有財正如人生不一定要有財正如人生不一定要有財正如人生不一定要有財、、、、有勢有勢有勢有勢、、、、有權有權有權有權、、、、有地位才開心有地位才開心有地位才開心有地位才開心，，，，其實生活簡單其實生活簡單其實生活簡單其實生活簡單，，，，有理有理有理有理

想想想想、、、、肯用心肯用心肯用心肯用心、、、、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同樣都會活得精彩同樣都會活得精彩同樣都會活得精彩同樣都會活得精彩。。。。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碗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碗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碗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碗「「「「碗仔翅碗仔翅碗仔翅碗仔翅」，」，」，」，當當當當

中用甚麼材料中用甚麼材料中用甚麼材料中用甚麼材料，，，，就由你自己這一刻去想想就由你自己這一刻去想想就由你自己這一刻去想想就由你自己這一刻去想想囉囉囉囉！！！！ 

  

很開心有這個平台及機會與大家分享自己的領受很開心有這個平台及機會與大家分享自己的領受很開心有這個平台及機會與大家分享自己的領受很開心有這個平台及機會與大家分享自己的領受，，，，願主賜福你們願主賜福你們願主賜福你們願主賜福你們！！！！ 

分享園分享園分享園分享園地地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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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會目的為要凝聚一群成年肢體，衝破迷團，互勉勵志，作一個宣教支持者，並成為堂

會差傳的祝福。 

日期：14-15/9 (週五晚及週六全日至下午五時) 

對象：本會（35 歲以上）成年人   名額：50名 

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 

內容：燭光晚會、主題信息、短片、重整失控天地、此生無憾 

費用：每人宿營 HK$190，日營 HK$110（堂會五人一起報名，可享有九五折優惠） 

截止報名：14/8/2012  
 

第四屆柬埔寨醫療短宣體驗團第四屆柬埔寨醫療短宣體驗團第四屆柬埔寨醫療短宣體驗團第四屆柬埔寨醫療短宣體驗團：：：：緊急招募醫療人員緊急招募醫療人員緊急招募醫療人員緊急招募醫療人員３３３３名名名名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1 月月月月 15 - 23 日日日日 

（（（（有感動的肢體請聯絡鄭翠瓊或方牧師有感動的肢體請聯絡鄭翠瓊或方牧師有感動的肢體請聯絡鄭翠瓊或方牧師有感動的肢體請聯絡鄭翠瓊或方牧師）））） 

 
 
請為以請為以請為以請為以下的工場需要代禱下的工場需要代禱下的工場需要代禱下的工場需要代禱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1.1.1. 求主為滿恩堂預備牧會同工求主為滿恩堂預備牧會同工求主為滿恩堂預備牧會同工求主為滿恩堂預備牧會同工，，，，接替已退休的牧師接替已退休的牧師接替已退休的牧師接替已退休的牧師。。。。    

2.2.2.2. 為歐陽雪玲姑娘能體貼上帝的心意來服事祈禱為歐陽雪玲姑娘能體貼上帝的心意來服事祈禱為歐陽雪玲姑娘能體貼上帝的心意來服事祈禱為歐陽雪玲姑娘能體貼上帝的心意來服事祈禱。。。。    

3.3.3.3. 泰北拉胡福音中心成立一週年泰北拉胡福音中心成立一週年泰北拉胡福音中心成立一週年泰北拉胡福音中心成立一週年，，，，現有會友約一百人現有會友約一百人現有會友約一百人現有會友約一百人，，，，為會友靈命代禱為會友靈命代禱為會友靈命代禱為會友靈命代禱，，，，求主加給他們求主加給他們求主加給他們求主加給他們

信心信心信心信心，，，，叫教會成長榮耀主叫教會成長榮耀主叫教會成長榮耀主叫教會成長榮耀主。。。。    

    

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    

1.1.1.1. 為柬埔寨兒童中出現的致命怪病代禱為柬埔寨兒童中出現的致命怪病代禱為柬埔寨兒童中出現的致命怪病代禱為柬埔寨兒童中出現的致命怪病代禱，，，，求主賜智慧讓醫護人員早日找出病源求主賜智慧讓醫護人員早日找出病源求主賜智慧讓醫護人員早日找出病源求主賜智慧讓醫護人員早日找出病源。。。。    

2.2.2.2. 為八月短宣隊員身心靈預備祈禱為八月短宣隊員身心靈預備祈禱為八月短宣隊員身心靈預備祈禱為八月短宣隊員身心靈預備祈禱，，，，求主賜恩使事奉能有美好配合求主賜恩使事奉能有美好配合求主賜恩使事奉能有美好配合求主賜恩使事奉能有美好配合。。。。    

3.3.3.3. 為陳慧玲牧師將於八月底起程為陳慧玲牧師將於八月底起程為陳慧玲牧師將於八月底起程為陳慧玲牧師將於八月底起程，，，，並留在柬國至年底的服事禱告並留在柬國至年底的服事禱告並留在柬國至年底的服事禱告並留在柬國至年底的服事禱告。。。。    特別記念陳牧師在特別記念陳牧師在特別記念陳牧師在特別記念陳牧師在

港的港的港的港的 89898989 歲老父的健康歲老父的健康歲老父的健康歲老父的健康。。。。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1.1.1. 求主看顧保守八月份三個服侍不同年齡的事工求主看顧保守八月份三個服侍不同年齡的事工求主看顧保守八月份三個服侍不同年齡的事工求主看顧保守八月份三個服侍不同年齡的事工：：：：5/85/85/85/8 華人學生海外升學座談會華人學生海外升學座談會華人學生海外升學座談會華人學生海外升學座談會，，，，6666----10/8 10/8 10/8 10/8 

小學生試後活動小學生試後活動小學生試後活動小學生試後活動，，，，20202020----24/824/824/824/8 少年生活營少年生活營少年生活營少年生活營。。。。    

2.2.2.2. 求主幫助曾牧師夫婦未來三年的工作簽證能早日獲批下來求主幫助曾牧師夫婦未來三年的工作簽證能早日獲批下來求主幫助曾牧師夫婦未來三年的工作簽證能早日獲批下來求主幫助曾牧師夫婦未來三年的工作簽證能早日獲批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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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91 93 93 102 90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19 24 18 20 --- 20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70 --- 8 --- --- 39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 8 --- --- --- 8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12 12 13 11 11 12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22 11 25 28 --- 22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4 5 4 7 --- 5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4 4 4 3 --- 4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5 6 4 4 --- 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8 --- --- --- --- 8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8 4 17 --- 10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2 50 52 56 --- 53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9 12 8 --- 9 10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 --- 7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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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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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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9 
朱小琪朱小琪朱小琪朱小琪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3/9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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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潔余潔余潔余潔桃桃桃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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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八八八八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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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25/8 1/9 8/9 15/9 22/9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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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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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開始新的開始新的開始新的開始 

AQ 
加油站加油站加油站加油站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賀中秋賀中秋賀中秋賀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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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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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新迎新迎新迎新 聖經遊踪聖經遊踪聖經遊踪聖經遊踪 敬師週敬師週敬師週敬師週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財財財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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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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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人新鮮人新鮮人新鮮人 

腦筋腦筋腦筋腦筋 

急轉彎急轉彎急轉彎急轉彎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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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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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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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On Fire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MV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On Fire 
沙田區主沙田區主沙田區主沙田區主

日學課程日學課程日學課程日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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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6/8 日日日日)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4/9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1/9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3/9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8 22/8 29/8 5/9 12/9 19/9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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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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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謎語猜謎語猜謎語猜謎語 

手工手工手工手工 

制作制作制作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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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今日今日今日今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9/8 26/8 2/9 9/9 16/9 23/9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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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級級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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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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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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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

及執事改及執事改及執事改及執事改

選選選選 

--- 

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

禾信老師禾信老師禾信老師禾信老師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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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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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26/8 2/9 9/9 16/9 23/9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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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十四十四十四十四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五五五五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六六六六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七七七七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八八八八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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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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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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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瑞雲牧師曹瑞雲牧師曹瑞雲牧師曹瑞雲牧師    王國江校長王國江校長王國江校長王國江校長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梁美英牧師梁美英牧師梁美英牧師梁美英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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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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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    ------------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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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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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周周周周貝如貝如貝如貝如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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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申申申 4:1-2、、、、6-9 

雅雅雅雅 1: 17 - 27 

可可可可 7: 1 - 8、、、、 

14-15、、、、21-23 

賽賽賽賽 35:4-7 上上上上 

雅雅雅雅 2 : 1 - 17 

可可可可 7 : 24 -37 

賽賽賽賽 50:4-9 上上上上 

雅雅雅雅 3: 1 - 12 

可可可可 8 : 27 - 38 

耶耶耶耶 11: 18-20 

雅雅雅雅 3:13- 4:3, 

7 – 8 上上上上 

可可可可 9: 30 - 37 

民民民民 11: 4-6, 

10-16, 24-29 

雅雅雅雅 5: 13-20 

可可可可 9: 38-50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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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    ------------    

司司司司

獻獻獻獻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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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李李李李敏儀敏儀敏儀敏儀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連珮塋連珮塋連珮塋連珮塋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    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    ------------    ------------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1,31,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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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07,07,07,07,    44443434343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52525252,,,,    

50450450450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3331,1,1,1,    

462462462462,,,,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6,96,96,96,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59, 355259, 355259, 355259, 355    

67, 267, 267, 267, 25757575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9119119119,,,,    

22222222222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9292929,,,,    

444495959595,,,,    415415415415,,,,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2626262, , , , 503503503503    

64, 321,64, 321,64, 321,64, 32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2,92,92,92,    

50450450450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佳佳佳佳    33 33 33 33 佳佳佳佳 55555555    

佳佳佳佳    34343434    
------------    

佳佳佳佳    30 30 30 30 佳佳佳佳    63636363    

佳佳佳佳    70707070    
------------    

佳佳佳佳    30 30 30 30 小小小小 46464646    

佳佳佳佳    707070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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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    

何俊何俊何俊何俊威威威威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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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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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何何何                                    俊俊俊俊                                威威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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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