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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關社行基督徒的關社行基督徒的關社行基督徒的關社行動動動動              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早引起不少早引起不少早引起不少早引起不少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教內的熱烈回響教內的熱烈回響教內的熱烈回響教內的熱烈回響，，，，討論人士多反對以討論人士多反對以討論人士多反對以討論人士多反對以「「「「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

取代取代取代取代「「「「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公民教育」，」，」，」，焦點在關心國民教育會向學生灌輸單一的愛國理念焦點在關心國民教育會向學生灌輸單一的愛國理念焦點在關心國民教育會向學生灌輸單一的愛國理念焦點在關心國民教育會向學生灌輸單一的愛國理念，，，，令學生失去獨令學生失去獨令學生失去獨令學生失去獨

立批判及思考的能力立批判及思考的能力立批判及思考的能力立批判及思考的能力。。。。 

 
近日就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爭議近日就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爭議近日就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爭議近日就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爭議，，，，迴響不絕迴響不絕迴響不絕迴響不絕；；；；學民思潮學民思潮學民思潮學民思潮的一群中學生的一群中學生的一群中學生的一群中學生，，，，為為為為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這城市的未來擺上自己這城市的未來擺上自己這城市的未來擺上自己這城市的未來擺上自己，，，，尤其令人感動尤其令人感動尤其令人感動尤其令人感動的的的的；；；；這是罕有地這是罕有地這是罕有地這是罕有地，，，，由一群中學生由一群中學生由一群中學生由一群中學生，，，，牽動一場仍在牽動一場仍在牽動一場仍在牽動一場仍在

快速發酵的社會運動快速發酵的社會運動快速發酵的社會運動快速發酵的社會運動，，，，而且這運動在短短數天的擴大效應而且這運動在短短數天的擴大效應而且這運動在短短數天的擴大效應而且這運動在短短數天的擴大效應，，，，不單令港人觸目不單令港人觸目不單令港人觸目不單令港人觸目，，，，胡紅玉胡紅玉胡紅玉胡紅玉女女女女

士讚士讚士讚士讚「「「「叻叻叻叻」，」，」，」，相信在北方的爺爺們也不敢輕看這場運動的影響相信在北方的爺爺們也不敢輕看這場運動的影響相信在北方的爺爺們也不敢輕看這場運動的影響相信在北方的爺爺們也不敢輕看這場運動的影響，，，，傳聞也下達原定外訪出傳聞也下達原定外訪出傳聞也下達原定外訪出傳聞也下達原定外訪出

席席席席亞太經合組織亞太經合組織亞太經合組織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峰會峰會峰會的特首的特首的特首的特首，，，，要留港親自處理要留港親自處理要留港親自處理要留港親自處理。。。。 

 
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人民人民人民人民)廣場上這場運動廣場上這場運動廣場上這場運動廣場上這場運動，，，，有很多令有很多令有很多令有很多令人感動的片段人感動的片段人感動的片段人感動的片段，，，，然而最令人刮目相看的然而最令人刮目相看的然而最令人刮目相看的然而最令人刮目相看的，，，，

是是是是「「「「學民思潮學民思潮學民思潮學民思潮」」」」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黃之鋒黃之鋒黃之鋒黃之鋒同學的表現同學的表現同學的表現同學的表現，，，，抗爭運動柔而不剛抗爭運動柔而不剛抗爭運動柔而不剛抗爭運動柔而不剛，，，，秩序井然秩序井然秩序井然秩序井然，，，，不讓不讓不讓不讓「「「「無政無政無政無政

府狀態府狀態府狀態府狀態」」」」言論有立足之處言論有立足之處言論有立足之處言論有立足之處；；；；他面對特首官員他面對特首官員他面對特首官員他面對特首官員、、、、傳媒群眾傳媒群眾傳媒群眾傳媒群眾，，，，言詞恰當言詞恰當言詞恰當言詞恰當、、、、進退合宜進退合宜進退合宜進退合宜、、、、且風度且風度且風度且風度

依然依然依然依然，，，，沒有喝罵粗言那種市井味道沒有喝罵粗言那種市井味道沒有喝罵粗言那種市井味道沒有喝罵粗言那種市井味道！！！！且讓我將大家聚焦於且讓我將大家聚焦於且讓我將大家聚焦於且讓我將大家聚焦於「「「「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佔領佔領佔領佔領』』』』

政府總政府總政府總政府總部部部部」」」」的的的的目光目光目光目光，，，，拉到這小伙子拉到這小伙子拉到這小伙子拉到這小伙子黃之鋒黃之鋒黃之鋒黃之鋒同學身上同學身上同學身上同學身上，，，，看看信仰與關社看看信仰與關社看看信仰與關社看看信仰與關社如何被整合起來如何被整合起來如何被整合起來如何被整合起來。。。。 

 
黃之鋒黃之鋒黃之鋒黃之鋒，，，，15151515 歲中四學生歲中四學生歲中四學生歲中四學生，，，，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他是教會小組組長他是教會小組組長他是教會小組組長他是教會小組組長，，，，學民思潮學民思潮學民思潮學民思潮「「「「反對德育及國民反對德育及國民反對德育及國民反對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聯盟教育科聯盟教育科聯盟教育科聯盟」」」」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香港中學生聯合委員會香港中學生聯合委員會香港中學生聯合委員會香港中學生聯合委員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前前前前「「「「香港學生會香港學生會香港學生會香港學生會」」」」社會事務主社會事務主社會事務主社會事務主

任任任任。。。。他的社運之火他的社運之火他的社運之火他的社運之火，，，，是來自父母遺傳的基因是來自父母遺傳的基因是來自父母遺傳的基因是來自父母遺傳的基因。。。。他們於他們於他們於他們於 88889999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六四民運前一天六四民運前一天六四民運前一天六四民運前一天))))影影影影

結婚相結婚相結婚相結婚相，，，，不時給不時給不時給不時給之鋒之鋒之鋒之鋒講述當年如何在八號風球下上街講述當年如何在八號風球下上街講述當年如何在八號風球下上街講述當年如何在八號風球下上街，，，，他們近年也有參與反二十三條的他們近年也有參與反二十三條的他們近年也有參與反二十三條的他們近年也有參與反二十三條的

遊行遊行遊行遊行。。。。黃之鋒黃之鋒黃之鋒黃之鋒深信學生和青年深信學生和青年深信學生和青年深信學生和青年人總是最有力推動社會改革的群體人總是最有力推動社會改革的群體人總是最有力推動社會改革的群體人總是最有力推動社會改革的群體，，，，盼望九十後可以不再盼望九十後可以不再盼望九十後可以不再盼望九十後可以不再

政治冷感政治冷感政治冷感政治冷感，，，，跳出自己的框框跳出自己的框框跳出自己的框框跳出自己的框框，，，，敢於為社會不公發聲敢於為社會不公發聲敢於為社會不公發聲敢於為社會不公發聲，，，，承接老一輩的民主棒承接老一輩的民主棒承接老一輩的民主棒承接老一輩的民主棒。。。。 

** ** ** ** 成長於信成長於信成長於信成長於信仰沃土仰沃土仰沃土仰沃土        

由嬰兒還在母親的肚內起由嬰兒還在母親的肚內起由嬰兒還在母親的肚內起由嬰兒還在母親的肚內起，，，，他就參加了教會聚會他就參加了教會聚會他就參加了教會聚會他就參加了教會聚會，，，，全因爸媽也是熱心於基督教信仰全因爸媽也是熱心於基督教信仰全因爸媽也是熱心於基督教信仰全因爸媽也是熱心於基督教信仰，，，，

兩歲的生日禮物就是一本幼兒聖經兩歲的生日禮物就是一本幼兒聖經兩歲的生日禮物就是一本幼兒聖經兩歲的生日禮物就是一本幼兒聖經，，，，爸爸在客廳存放有關釋經爸爸在客廳存放有關釋經爸爸在客廳存放有關釋經爸爸在客廳存放有關釋經、、、、宗教宗教宗教宗教、、、、屬靈屬靈屬靈屬靈、、、、異象異象異象異象、、、、使使使使

命命命命、、、、宣教宣教宣教宣教、、、、復興的書籍多達數千本以上復興的書籍多達數千本以上復興的書籍多達數千本以上復興的書籍多達數千本以上，，，，他絕對是在基督教他絕對是在基督教他絕對是在基督教他絕對是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一員家庭長大的一員家庭長大的一員家庭長大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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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十分投入教會事奉父親十分投入教會事奉父親十分投入教會事奉父親十分投入教會事奉，，，，他十分重視香港和中國的福音遍傳和宗教復興運動他十分重視香港和中國的福音遍傳和宗教復興運動他十分重視香港和中國的福音遍傳和宗教復興運動他十分重視香港和中國的福音遍傳和宗教復興運動，，，，故此故此故此故此

經常向他提及香港和中國的社會概況經常向他提及香港和中國的社會概況經常向他提及香港和中國的社會概況經常向他提及香港和中國的社會概況，，，，更教他明白一個基督徒應有的使命更教他明白一個基督徒應有的使命更教他明白一個基督徒應有的使命更教他明白一個基督徒應有的使命。。。。 

從六從六從六從六、、、、七歲起七歲起七歲起七歲起，，，，爸爸就帶他探訪基層家庭爸爸就帶他探訪基層家庭爸爸就帶他探訪基層家庭爸爸就帶他探訪基層家庭、、、、板間房和社區的商鋪板間房和社區的商鋪板間房和社區的商鋪板間房和社區的商鋪，，，，且告訴他要關心且告訴他要關心且告訴他要關心且告訴他要關心

社會上被遺棄的一群社會上被遺棄的一群社會上被遺棄的一群社會上被遺棄的一群，，，，他們一生也未聞福音他們一生也未聞福音他們一生也未聞福音他們一生也未聞福音，，，，生活十分孤獨和困苦生活十分孤獨和困苦生活十分孤獨和困苦生活十分孤獨和困苦，，，，作為基督徒的作為基督徒的作為基督徒的作為基督徒的，，，，不不不不

可以坐視不理可以坐視不理可以坐視不理可以坐視不理，，，，只是顧及自己生活圈子內的人只是顧及自己生活圈子內的人只是顧及自己生活圈子內的人只是顧及自己生活圈子內的人。。。。 

父親父親父親父親經常在家播放記錄片經常在家播放記錄片經常在家播放記錄片經常在家播放記錄片《《《《十字架耶穌在中國十字架耶穌在中國十字架耶穌在中國十字架耶穌在中國》，》，》，》，他總他總他總他總被國內信徒的忠於信仰感動被國內信徒的忠於信仰感動被國內信徒的忠於信仰感動被國內信徒的忠於信仰感動

得眼泛淚光得眼泛淚光得眼泛淚光得眼泛淚光。。。。縱使國內的縱使國內的縱使國內的縱使國內的家庭教會信眾經常被家庭教會信眾經常被家庭教會信眾經常被家庭教會信眾經常被政政政政權權權權打壓批鬥打壓批鬥打壓批鬥打壓批鬥；；；；然他們越被打壓然他們越被打壓然他們越被打壓然他們越被打壓，，，，意志就意志就意志就意志就

越發堅定越發堅定越發堅定越發堅定，，，，並未並未並未並未向霸權屈服向霸權屈服向霸權屈服向霸權屈服。。。。 

實踐信仰與投入社運實踐信仰與投入社運實踐信仰與投入社運實踐信仰與投入社運 

當然人家常說在教會家庭長大的兒童當然人家常說在教會家庭長大的兒童當然人家常說在教會家庭長大的兒童當然人家常說在教會家庭長大的兒童，，，，很易將基督教變成很易將基督教變成很易將基督教變成很易將基督教變成「「「「第二手信仰第二手信仰第二手信仰第二手信仰」，」，」，」，黃之鋒黃之鋒黃之鋒黃之鋒

也曾有類似經歷也曾有類似經歷也曾有類似經歷也曾有類似經歷，，，，幸好在初中堅立自己信仰的意義和核心價值幸好在初中堅立自己信仰的意義和核心價值幸好在初中堅立自己信仰的意義和核心價值幸好在初中堅立自己信仰的意義和核心價值，，，，也知道自己為何要返教也知道自己為何要返教也知道自己為何要返教也知道自己為何要返教

會和為何而活會和為何而活會和為何而活會和為何而活；；；；在教會參與不同事奉在教會參與不同事奉在教會參與不同事奉在教會參與不同事奉，，，，教會是他另一個家教會是他另一個家教會是他另一個家教會是他另一個家。。。。 

之鋒之鋒之鋒之鋒中三開始參加遊行集會中三開始參加遊行集會中三開始參加遊行集會中三開始參加遊行集會，，，，即使教會裡即使教會裡即使教會裡即使教會裡有人的意見和觀點與有人的意見和觀點與有人的意見和觀點與有人的意見和觀點與他他他他不同不同不同不同，，，，他也處之泰他也處之泰他也處之泰他也處之泰

然然然然。。。。他將每星期六由兩點至六點的他將每星期六由兩點至六點的他將每星期六由兩點至六點的他將每星期六由兩點至六點的「「「「崇拜小組崇拜小組崇拜小組崇拜小組」」」」時段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時段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時段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時段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考試照常返考試照常返考試照常返考試照常返

「「「「崇拜小組崇拜小組崇拜小組崇拜小組」，」，」，」，有遊行集會不參加有遊行集會不參加有遊行集會不參加有遊行集會不參加，，，，甚至暑假搞甚至暑假搞甚至暑假搞甚至暑假搞「「「「學民思潮學民思潮學民思潮學民思潮」」」」遊行遊行遊行遊行，，，，抗議國民教育獨立抗議國民教育獨立抗議國民教育獨立抗議國民教育獨立

成科成科成科成科，，，，週六要與各政黨領袖議員共同相討遊行對策週六要與各政黨領袖議員共同相討遊行對策週六要與各政黨領袖議員共同相討遊行對策週六要與各政黨領袖議員共同相討遊行對策，，，，他也全他也全他也全他也全部推卻部推卻部推卻部推卻，，，，只因他堅持每個週只因他堅持每個週只因他堅持每個週只因他堅持每個週

六應毫無保留地交給上帝六應毫無保留地交給上帝六應毫無保留地交給上帝六應毫無保留地交給上帝。。。。 

曾有人問他在社會運動與信仰之間曾有人問他在社會運動與信仰之間曾有人問他在社會運動與信仰之間曾有人問他在社會運動與信仰之間，，，，你會選擇那一方你會選擇那一方你會選擇那一方你會選擇那一方？？？？在時間管理上在時間管理上在時間管理上在時間管理上，，，，週六他全然週六他全然週六他全然週六他全然

交上交上交上交上，，，，留給教會聚會留給教會聚會留給教會聚會留給教會聚會、、、、小組組長訓練活動小組組長訓練活動小組組長訓練活動小組組長訓練活動、、、、會議等會議等會議等會議等；；；；週日則留給社會運動週日則留給社會運動週日則留給社會運動週日則留給社會運動。。。。說實在的說實在的說實在的說實在的，，，，

根本不用選擇根本不用選擇根本不用選擇根本不用選擇，，，，而是生活中實踐信仰而是生活中實踐信仰而是生活中實踐信仰而是生活中實踐信仰，，，，兩者並存兩者並存兩者並存兩者並存。。。。作為基督徒作為基督徒作為基督徒作為基督徒，，，，人家問你傳福音關心身人家問你傳福音關心身人家問你傳福音關心身人家問你傳福音關心身

邊的人重要邊的人重要邊的人重要邊的人重要，，，，還是禱告重要還是禱告重要還是禱告重要還是禱告重要，，，，你會如何回答你會如何回答你會如何回答你會如何回答？？？？在他而言在他而言在他而言在他而言，，，，他會這樣回答他會這樣回答他會這樣回答他會這樣回答，，，，他參加每一次他參加每一次他參加每一次他參加每一次

的社會行動的社會行動的社會行動的社會行動，，，，從不違反聖經真理從不違反聖經真理從不違反聖經真理從不違反聖經真理。。。。相反相反相反相反，，，，是信仰使他是信仰使他是信仰使他是信仰使他意識到意識到意識到意識到：「：「：「：「人民應該尋回那個人民應該尋回那個人民應該尋回那個人民應該尋回那個『『『『人人人人』』』』

根本的價值根本的價值根本的價值根本的價值，，，，肯定每個人都是平等肯定每個人都是平等肯定每個人都是平等肯定每個人都是平等，，，，也是上帝所愛也是上帝所愛也是上帝所愛也是上帝所愛，，，，也應該受到平等待遇也應該受到平等待遇也應該受到平等待遇也應該受到平等待遇。」。」。」。」    

既然基督教經常既然基督教經常既然基督教經常既然基督教經常強調基督徒在社會中的職責強調基督徒在社會中的職責強調基督徒在社會中的職責強調基督徒在社會中的職責，，，，為何教會圈子中為何教會圈子中為何教會圈子中為何教會圈子中，，，，無論崇拜無論崇拜無論崇拜無論崇拜、、、、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查經查經查經查經，，，，我們總是甚少討論社會議題我們總是甚少討論社會議題我們總是甚少討論社會議題我們總是甚少討論社會議題？？？？尤其不少教牧同工尤其不少教牧同工尤其不少教牧同工尤其不少教牧同工、、、、執事當聽聞執事當聽聞執事當聽聞執事當聽聞「「「「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就感到複雜難懂就感到複雜難懂就感到複雜難懂就感到複雜難懂、、、、深奧敏感深奧敏感深奧敏感深奧敏感，，，，心中暗自搬出心中暗自搬出心中暗自搬出心中暗自搬出「「「「政教分離政教分離政教分離政教分離」」」」來推辭討論來推辭討論來推辭討論來推辭討論。。。。實質實質實質實質「「「「政政政政教教教教分離分離分離分離」」」」

指教會和政府的權力不應結合指教會和政府的權力不應結合指教會和政府的權力不應結合指教會和政府的權力不應結合，，，，以免教義因政治因素而偏離以免教義因政治因素而偏離以免教義因政治因素而偏離以免教義因政治因素而偏離，，，，其實這與其實這與其實這與其實這與信信信信徒徒徒徒應應應應否討論政否討論政否討論政否討論政

治毫無關係治毫無關係治毫無關係治毫無關係。。。。 

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不應再以所謂不應再以所謂不應再以所謂不應再以所謂「「「「政治中立政治中立政治中立政治中立」、「」、「」、「」、「政教分離政教分離政教分離政教分離」」」」等等等等藉藉藉藉口漠視社會口漠視社會口漠視社會口漠視社會；；；；參與參與參與參與社會是社會是社會是社會是

上帝給每個基督徒的使命上帝給每個基督徒的使命上帝給每個基督徒的使命上帝給每個基督徒的使命，，，，基督教教義與社會運動實在息息相關基督教教義與社會運動實在息息相關基督教教義與社會運動實在息息相關基督教教義與社會運動實在息息相關。。。。基督徒除了基督徒除了基督徒除了基督徒除了「「「「坐坐坐坐」」」」在在在在

教會聽道教會聽道教會聽道教會聽道、、、、查經查經查經查經、、、、禱告外禱告外禱告外禱告外，，，，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走走走走」」」」上街頭傳福音和參與社會事上街頭傳福音和參與社會事上街頭傳福音和參與社會事上街頭傳福音和參與社會事務務務務！！！！    

********段落內容主要取材自段落內容主要取材自段落內容主要取材自段落內容主要取材自黃之鋒黃之鋒黃之鋒黃之鋒的文章的文章的文章的文章，，，，經編輯經編輯經編輯經編輯部份細節後刊出部份細節後刊出部份細節後刊出部份細節後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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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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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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82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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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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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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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人人人；；；；外外外外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友為友為友為友為 16 人人人人。。。。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已已已已於於於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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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選出下屆候任執會中選出下屆候任執會中選出下屆候任執會中選出下屆候任執

事為朱婉婷事為朱婉婷事為朱婉婷事為朱婉婷、、、、鄭翠瓊及黃詠琪鄭翠瓊及黃詠琪鄭翠瓊及黃詠琪鄭翠瓊及黃詠琪，，，，並審視半年聖工及財政報告並審視半年聖工及財政報告並審視半年聖工及財政報告並審視半年聖工及財政報告。。。。 

3.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主日學部舉辦之主日學部舉辦之主日學部舉辦之主日學部舉辦之「「「「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家庭系列講座」」」」已順已順已順已順利舉行利舉行利舉行利舉行，，，，多謝陳錫妹牧師主講多謝陳錫妹牧師主講多謝陳錫妹牧師主講多謝陳錫妹牧師主講，，，，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14 位肢體參加位肢體參加位肢體參加位肢體參加，，，，課堂中互相交流分享課堂中互相交流分享課堂中互相交流分享課堂中互相交流分享，，，，獲益良多獲益良多獲益良多獲益良多，，，，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 

4. 本本本本堂堂堂堂兒童及中學級兒童及中學級兒童及中學級兒童及中學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9 月月月月 16 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小一至中小一至中小一至中小一至中六六六六學生及教友學生及教友學生及教友學生及教友適齡子適齡子適齡子適齡子

女參加女參加女參加女參加，，，，截止報名日期為截止報名日期為截止報名日期為截止報名日期為 9 月月月月 13 日日日日，，，，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 

5. 學道班將於學道班將於學道班將於學道班將於 9 月月月月 16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2 月月月月 16 日開班日開班日開班日開班，，，，歡迎所有對基督教信歡迎所有對基督教信歡迎所有對基督教信歡迎所有對基督教信仰有心志追求認識仰有心志追求認識仰有心志追求認識仰有心志追求認識，，，，

或洗禮或洗禮或洗禮或洗禮，，，，或過會或過會或過會或過會、、、、轉堂之肢體參加轉堂之肢體參加轉堂之肢體參加轉堂之肢體參加，，，，將由吳牧師及方牧師任教將由吳牧師及方牧師任教將由吳牧師及方牧師任教將由吳牧師及方牧師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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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9 日日日日及及及及 10 月月月月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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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為教會改革運動年為教會改革運動年為教會改革運動年為教會改革運動 495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信義宗聯會將於信義宗聯會將於信義宗聯會將於信義宗聯會將於 10 月月月月 27 至至至至 31 日舉辦一連串日舉辦一連串日舉辦一連串日舉辦一連串

慶祝慶祝慶祝慶祝活活活活動動動動，，，，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聚會如下聚會如下聚會如下聚會如下：：：：10 月月月月 27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青少年培靈會青少年培靈會青少年培靈會青少年培靈會、、、、10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馬丁路德馬丁路德馬丁路德馬丁路德生平之旅生平之旅生平之旅生平之旅 (為信義宗神學院步行籌款為信義宗神學院步行籌款為信義宗神學院步行籌款為信義宗神學院步行籌款)、、、、10 月月月月 29 - 30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二二二二)  

培靈會培靈會培靈會培靈會、、、、10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 感恩崇拜感恩崇拜感恩崇拜感恩崇拜。。。。詳情請參閱海報或向詳情請參閱海報或向詳情請參閱海報或向詳情請參閱海報或向幹事查詢幹事查詢幹事查詢幹事查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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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由由由

周兆真周兆真周兆真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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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傳栽部將津貼每位參加者本堂傳栽部將津貼每位參加者本堂傳栽部將津貼每位參加者本堂傳栽部將津貼每位參加者$100，，，，請向鄭翠瓊執事查詢及報名請向鄭翠瓊執事查詢及報名請向鄭翠瓊執事查詢及報名請向鄭翠瓊執事查詢及報名。。。。 

9. 本會家庭關顧部及本會家庭關顧部及本會家庭關顧部及本會家庭關顧部及婦女團契聯會於婦女團契聯會於婦女團契聯會於婦女團契聯會於 11 月月月月 17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2:00 – 4:00 假信義會元朗生命假信義會元朗生命假信義會元朗生命假信義會元朗生命

堂舉辦第堂舉辦第堂舉辦第堂舉辦第 35 屆屆屆屆感恩奉獻禮感恩奉獻禮感恩奉獻禮感恩奉獻禮，，，，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今年奉獻目標為今年奉獻目標為今年奉獻目標為今年奉獻目標為 30 萬萬萬萬，，，，作為支持本作為支持本作為支持本作為支持本

會神學生助學金及會神學生助學金及會神學生助學金及會神學生助學金及書金書金書金書金、、、、信義宗神學院經費信義宗神學院經費信義宗神學院經費信義宗神學院經費、、、、內地神學教內地神學教內地神學教內地神學教育育育育、、、、婦女領袖培訓等婦女領袖培訓等婦女領袖培訓等婦女領袖培訓等。。。。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黃琼婆婆患末期癌症黃琼婆婆患末期癌症黃琼婆婆患末期癌症黃琼婆婆患末期癌症，，，，現在家療養現在家療養現在家療養現在家療養，，，，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2. 溫秉堯伯伯因肺炎溫秉堯伯伯因肺炎溫秉堯伯伯因肺炎溫秉堯伯伯因肺炎於於於於 8 月月月月 16 日晚主懷安息日晚主懷安息日晚主懷安息日晚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安息禮拜安息禮拜安息禮拜定定定定於於於於 9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晚上七時晚上七時晚上七時晚上七時假假假假

萬國殯儀館舉行萬國殯儀館舉行萬國殯儀館舉行萬國殯儀館舉行，，，，9 月月月月 10 日舉行出殯及火葬禮日舉行出殯及火葬禮日舉行出殯及火葬禮日舉行出殯及火葬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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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玉珍婆婆王玉珍婆婆王玉珍婆婆王玉珍婆婆已已已已獲安排到盲人輔導會轄下的院舍居住獲安排到盲人輔導會轄下的院舍居住獲安排到盲人輔導會轄下的院舍居住獲安排到盲人輔導會轄下的院舍居住。。。。 

4. 李美蓮婆婆跌傷腰李美蓮婆婆跌傷腰李美蓮婆婆跌傷腰李美蓮婆婆跌傷腰部部部部，，，，需等待做物理治療需等待做物理治療需等待做物理治療需等待做物理治療。。。。 

5. 田彩珍婆婆近期發現患上高血壓田彩珍婆婆近期發現患上高血壓田彩珍婆婆近期發現患上高血壓田彩珍婆婆近期發現患上高血壓，，，，需靠藥物幫需靠藥物幫需靠藥物幫需靠藥物幫助助助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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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方克方克方克方克信牧師已於信牧師已於信牧師已於信牧師已於 8 月月月月 22 至至至至 29 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 7 天天天天。。。。 

7. 吳吳吳吳麗卿麗卿麗卿麗卿牧師牧師牧師牧師將將將將於於於於 9 月月月月 15 至至至至 30 日放日放日放日放年年年年假假假假 14 天天天天。。。。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學界及民間團體因國民教育學界及民間團體因國民教育學界及民間團體因國民教育學界及民間團體因國民教育與特區政府產生的爭與特區政府產生的爭與特區政府產生的爭與特區政府產生的爭拗代禱拗代禱拗代禱拗代禱。。。。 

2. 為為為為 9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立法會選舉立法會選舉立法會選舉立法會選舉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3. 為為為為下年度新舊執事的事奉及身心靈代禱下年度新舊執事的事奉及身心靈代禱下年度新舊執事的事奉及身心靈代禱下年度新舊執事的事奉及身心靈代禱。。。。 

4. 為為為為下年度教會計劃及今年下半年教會聖工完成下年度教會計劃及今年下半年教會聖工完成下年度教會計劃及今年下半年教會聖工完成下年度教會計劃及今年下半年教會聖工完成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5. 為為為為身體軟弱肢體身體軟弱肢體身體軟弱肢體身體軟弱肢體，，，，特別年老及患病肢體特別年老及患病肢體特別年老及患病肢體特別年老及患病肢體。。。。 

 

 

    2012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2012 年年年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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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九九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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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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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道班學道班學道班學道班    本本本本堂肢體堂肢體堂肢體堂肢體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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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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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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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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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月月月月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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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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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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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六六六六)     執事退修日執事退修日執事退修日執事退修日    堂會執事堂會執事堂會執事堂會執事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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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沙田區沙田區沙田區沙田區堂會肢體堂會肢體堂會肢體堂會肢體 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沙田區堂會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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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3(二二二二)     執事退修日執事退修日執事退修日執事退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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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五五五五)     恩愛夫婦聚會恩愛夫婦聚會恩愛夫婦聚會恩愛夫婦聚會    夫婦夫婦夫婦夫婦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9(一一一一)     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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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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禱文正心禱文正心禱文正心禱文 
 

 

主主主主，，，，懷著懷著懷著懷著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我們向祢祈求我們向祢祈求我們向祢祈求我們向祢祈求。。。。    

    

讓我們遇到困難時不灰心讓我們遇到困難時不灰心讓我們遇到困難時不灰心讓我們遇到困難時不灰心，，，，遇到挫折時不憂心遇到挫折時不憂心遇到挫折時不憂心遇到挫折時不憂心，，，，    

遇到衝擊時不驚心遇到衝擊時不驚心遇到衝擊時不驚心遇到衝擊時不驚心，，，，遇到患難時不喪心遇到患難時不喪心遇到患難時不喪心遇到患難時不喪心。。。。    

    

讓我們不為日常讓我們不為日常讓我們不為日常讓我們不為日常瑣事太擔心瑣事太擔心瑣事太擔心瑣事太擔心，，，，    

不為名利而動心不為名利而動心不為名利而動心不為名利而動心，，，，不為得失而焦心不為得失而焦心不為得失而焦心不為得失而焦心，，，，    

不為花花世界而分心不為花花世界而分心不為花花世界而分心不為花花世界而分心，，，，不為求安不為求安不為求安不為求安逸舒適而操逸舒適而操逸舒適而操逸舒適而操心心心心，，，，    

不為世態動盪而亂心不為世態動盪而亂心不為世態動盪而亂心不為世態動盪而亂心，，，，不為是非閑言而費心不為是非閑言而費心不為是非閑言而費心不為是非閑言而費心，，，，    

不為不為不為不為失敗而傷心失敗而傷心失敗而傷心失敗而傷心，，，，不為順不為順不為順不為順逆而痛心逆而痛心逆而痛心逆而痛心。。。。    

    

讓我們對朋友不存戒心讓我們對朋友不存戒心讓我們對朋友不存戒心讓我們對朋友不存戒心，，，，對自己的理想不懷野心對自己的理想不懷野心對自己的理想不懷野心對自己的理想不懷野心，，，，    

對弱小者不硬心對弱小者不硬心對弱小者不硬心對弱小者不硬心，，，，對受苦者不冷心對受苦者不冷心對受苦者不冷心對受苦者不冷心，，，，    

對世物不貪心對世物不貪心對世物不貪心對世物不貪心，，，，對長上不痴心對長上不痴心對長上不痴心對長上不痴心，，，，對屬下不偏心對屬下不偏心對屬下不偏心對屬下不偏心。。。。    

 

主主主主，，，，求求求求祢祢祢祢以慈父的心腸以慈父的心腸以慈父的心腸以慈父的心腸，，，，俯聽我們的祈禱俯聽我們的祈禱俯聽我們的祈禱俯聽我們的祈禱，，，，使我們心滿意足使我們心滿意足使我們心滿意足使我們心滿意足；；；；    

因因因因祢祢祢祢的聖子的聖子的聖子的聖子，，，，良善心謙的耶穌良善心謙的耶穌良善心謙的耶穌良善心謙的耶穌，，，，祂祂祂祂和和和和祢祢祢祢及賜給眾人愛心的聖靈及賜給眾人愛心的聖靈及賜給眾人愛心的聖靈及賜給眾人愛心的聖靈，，，，    

永為眾心的歸依永為眾心的歸依永為眾心的歸依永為眾心的歸依，，，，直到永遠直到永遠直到永遠直到永遠，，，，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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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4242424    ––––    25252525 日日日日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25252525    ----    45454545 歲信徒歲信徒歲信徒歲信徒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400400400400 元正元正元正元正（（（（本堂將津助每位參加者本堂將津助每位參加者本堂將津助每位參加者本堂將津助每位參加者 100100100100 元元元元, , , , 即每位即每位即每位即每位 300300300300 元元元元））））    

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1/10/20121/10/20121/10/20121/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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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有五個名額尚有五個名額尚有五個名額尚有五個名額，，，，緊緊緊緊急招募急招募急招募急招募團員團員團員團員（（（（醫療人員醫療人員醫療人員醫療人員優先優先優先優先））））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2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15 - 23 日日日日 

（（（（請大家為此事代禱請大家為此事代禱請大家為此事代禱請大家為此事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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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以下的工場需要代禱請為以下的工場需要代禱請為以下的工場需要代禱請為以下的工場需要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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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泰國信義會五年事工計劃禱告為泰國信義會五年事工計劃禱告為泰國信義會五年事工計劃禱告為泰國信義會五年事工計劃禱告，，，，求主帶領求主帶領求主帶領求主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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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賜智慧讓醫護人員早日找出求主賜智慧讓醫護人員早日找出求主賜智慧讓醫護人員早日找出病病病病

源源源源。。。。    

2.2.2.2. 為前往工場協助至年底的陳慧玲牧師禱告為前往工場協助至年底的陳慧玲牧師禱告為前往工場協助至年底的陳慧玲牧師禱告為前往工場協助至年底的陳慧玲牧師禱告，，，，又請記念她在港又請記念她在港又請記念她在港又請記念她在港 89898989 歲老父的健歲老父的健歲老父的健歲老父的健

康康康康。。。。    

3.3.3.3. 求預備長期委身宣教士到柬國開展聖工求預備長期委身宣教士到柬國開展聖工求預備長期委身宣教士到柬國開展聖工求預備長期委身宣教士到柬國開展聖工。。。。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1.1.1. 曾牧師夫婦三年曾牧師夫婦三年曾牧師夫婦三年曾牧師夫婦三年    (2013(2013(2013(2013    ----    2015)2015)2015)2015)    的工作簽證已獲批的工作簽證已獲批的工作簽證已獲批的工作簽證已獲批，，，，為此感恩為此感恩為此感恩為此感恩。。。。    

2.2.2.2. 曾牧師將回港述職曾牧師將回港述職曾牧師將回港述職曾牧師將回港述職，，，，求主保守當地教會各項事工安排求主保守當地教會各項事工安排求主保守當地教會各項事工安排求主保守當地教會各項事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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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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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106 93 89 --- 95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19 25 21 25 23 23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90 --- 8 --- --- 49 

長者級長者級長者級長者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11 10 11 9 --- 10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23 24 26 24 --- 24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7 5 8 5 --- 6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4 3 3 4 --- 4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5 3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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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1 13 --- 7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7 55 65 58 64 60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3 14 12 --- --- 13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8 --- 6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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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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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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9 
朱小琪朱小琪朱小琪朱小琪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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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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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潔桃余潔桃余潔桃余潔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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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德黃德黃德黃德康康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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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吳吳吳吳  蝶蝶蝶蝶 

2/10 3/10 4/10 
譚智輝譚智輝譚智輝譚智輝 

5/10 6/10 
黎美君黎美君黎美君黎美君 

7/10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8/10 
李少瓊李少瓊李少瓊李少瓊 

9/10 10/10 11/10 12/10 13/10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14/10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陳錦海陳錦海陳錦海陳錦海 

15/10 16/10 17/10 18/10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19/10 20/10 

21/10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22/10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23/10 
吳淑華吳淑華吳淑華吳淑華 

24/10 25/10 26/10 27/10 

28/10 29/10 30/10 
楊玲弟楊玲弟楊玲弟楊玲弟 

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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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九九九九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十十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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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22/9 29/9 6/10 13/10 20/10 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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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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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奇遊戲歷奇遊戲歷奇遊戲歷奇遊戲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自立小自立小自立小自立小

Teen 地地地地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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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師週敬師週敬師週敬師週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財財財財？？？？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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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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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婚禮的婚禮的婚禮的婚禮的 

祝祝祝祝福福福福 

團契生活團契生活團契生活團契生活-

信徒的服信徒的服信徒的服信徒的服

事事事事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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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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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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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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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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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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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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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2/10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9/10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8/10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2/9 19/9 26/9 3/10 10/10 17/10 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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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今日今日今日今日 

兒歌兒歌兒歌兒歌 

頌唱頌唱頌唱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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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23/9 30/9 7/10 14/10 21/10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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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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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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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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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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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內地福音內地福音內地福音內地福音,

人民溫飽人民溫飽人民溫飽人民溫飽,

為國家發為國家發為國家發為國家發

展展展展 

---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靈命靈命靈命靈命,信信信信

道與行道道與行道道與行道道與行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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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十十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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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23/9 30/9 7/10 14/10 21/10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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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七主日第十七主日第十七主日第十七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八主日第十八主日第十八主日第十八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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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廿十廿十廿十廿十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廿一廿一廿一廿一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廿二廿二廿二廿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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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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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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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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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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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美英梁美英梁美英梁美英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肢肢肢肢        體體體體    胡玉藩牧師胡玉藩牧師胡玉藩牧師胡玉藩牧師    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陳錫妹牧師陳錫妹牧師陳錫妹牧師陳錫妹牧師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朱小琪教朱小琪教朱小琪教朱小琪教師師師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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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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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琪教朱小琪教朱小琪教朱小琪教師師師師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吳麗卿牧吳麗卿牧吳麗卿牧吳麗卿牧師師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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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徒徒徒徒 8: 26 - 40 

啟啟啟啟 1 : 1 - 6 

太太太太 13 : 1 - 9, 

18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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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創創創 2: 18 - 24 

來來來來 1 : 1 - 4, 

2 : 5 - 12 

可可可可 10 : 2 - 16 

摩摩摩摩 5 : 6 - 7, 

10 - 15 

來來來來 4 : 12 - 16 

可可可可 10: 17 - 31 

賽賽賽賽 53 :4 - 12 

來來來來 5: 1 - 10 

可可可可 10: 35 - 45 

耶耶耶耶 31 : 7 - 9 

來來來來 7: 23-28 

可可可可 10: 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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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黃黃黃佩珍佩珍佩珍佩珍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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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    ------------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    

司司司司

獻獻獻獻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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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    ------------    ------------    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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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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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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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瑞傑馮瑞傑馮瑞傑馮瑞傑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連珮塋連珮塋連珮塋連珮塋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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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52,52,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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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348,63, 348,63, 348,63, 34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9,119,11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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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196,195, 196,195, 196,195, 196,    

370, 370, 370, 370,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1, 487261, 487261, 487261, 487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佳佳佳佳    30 30 30 30 小小小小 4646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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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佳佳    117117117117    佳佳佳佳    52525252    

佳佳佳佳    128128128128    
------------    

佳佳佳佳    117117117117    佳佳佳佳 55558888    

佳佳佳佳    128128128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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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    ------------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    ------------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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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    劉健峰劉健峰劉健峰劉健峰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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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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梁梁梁                                健健健健                            華華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