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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沐沐沐    

  恩恩恩恩   

     月月月月     

         刊刊刊刊 

                  你在那裡嗎？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港燈船隻沉沒時，你在那裡嗎？ 

他們被淹沒時，你在那裡嗎？ 

想起就不禁黯然…… 

他們葬身大海時，我們都安然無恙歡度佳節。 
    

國慶夜，當電視突然公佈港燈船隻沉沒時，我正在與幾位從小相識的老友

們開大食會。聽到新聞報導員說死傷者數目未能確定時，大家都不期然停止

咀嚼口中的乳鴿。眾人凝視着電視螢光幕，啞口無言。 

再回想兩年前日本地震新聞播出時，我正在把玩新買的平版電腦；再回想

三年前馬尼拉挾持人質事件，電視傳出隆隆槍聲時，我正在和家人大嘆白灼

蝦；再追溯廿多年前六四事件後的清早，翻開報紙血淋淋的頭版之時，我正

在快餐店享用豐富的美式早餐。 
 

不禁問自己：為甚麼每有災難發生，我都能安然無恙？ 

上帝留著我的性命，是否要我向遭逢人生各種「災難」的人傳揚福音？ 

過去的歲月，上帝帶領我跨越多少個「災難」？ 

此刻，我的鄰舍正面臨「災難」嗎？我可以做甚麽？ 
 

人生或會遇上地動山移、惡浪翻騰的急難，但我們都不要懼怕，因為上帝

仍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活下去的力量。期盼上帝為我們平靜風浪，那我

們自己必先要鎮定下來。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 （詩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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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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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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9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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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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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人人人人。。。。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新一屆新一屆新一屆新一屆 (2013 年年年年) 執事互選結果如下執事互選結果如下執事互選結果如下執事互選結果如下：：：：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兼關顧部兼關顧部兼關顧部兼關顧部 – 李李李李

志雄志雄志雄志雄、、、、文書兼栽培部文書兼栽培部文書兼栽培部文書兼栽培部 –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司庫司庫司庫司庫兼主日學部兼主日學部兼主日學部兼主日學部 –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會計兼崇拜部會計兼崇拜部會計兼崇拜部會計兼崇拜部 – 朱朱朱朱

婉婷婉婷婉婷婉婷、、、、總總總總務兼栽培部務兼栽培部務兼栽培部務兼栽培部 –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請為請為請為請為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的承接與配搭代禱的承接與配搭代禱的承接與配搭代禱的承接與配搭代禱。。。。 

3.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各級各級各級各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於於於於 9 月月月月 16 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當天出席人數約當天出席人數約當天出席人數約當天出席人數約 50 人人人人，，，，今學期主題為今學期主題為今學期主題為今學期主題為「「「「聖靈聖靈聖靈聖靈

的果子的果子的果子的果子」」」」。。。。歡迎小一至中六歡迎小一至中六歡迎小一至中六歡迎小一至中六學生及教友適齡子女參加學生及教友適齡子女參加學生及教友適齡子女參加學生及教友適齡子女參加。。。。 

4. 學道班學道班學道班學道班亦亦亦亦於於於於 9 月月月月 16 日開班日開班日開班日開班，，，，由吳牧師及方牧師任教由吳牧師及方牧師任教由吳牧師及方牧師任教由吳牧師及方牧師任教，，，，有三位肢體參加有三位肢體參加有三位肢體參加有三位肢體參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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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將於將於將於下列下列下列下列日日日日期期期期舉辦舉辦舉辦舉辦慶祝活慶祝活慶祝活慶祝活動動動動，，，，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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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信義宗神為信義宗神為信義宗神為信義宗神

學院步行籌款學院步行籌款學院步行籌款學院步行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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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詳詳詳

情請參閱海報或向情請參閱海報或向情請參閱海報或向情請參閱海報或向幹事查詢幹事查詢幹事查詢幹事查詢。。。。 

6.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道聲出版社將道聲出版社將道聲出版社將道聲出版社將於於於於 10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假假假假信義樓五樓主辦信義樓五樓主辦信義樓五樓主辦信義樓五樓主辦「「「「基督教的基督教的基督教的基督教的逾越逾越逾越逾越

節晚餐節晚餐節晚餐節晚餐」」」」講座講座講座講座，，，，由張振華牧師主講由張振華牧師主講由張振華牧師主講由張振華牧師主講，，，，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與會者可獲與會者可獲與會者可獲與會者可獲贈贈贈贈「「「「從逾越節晚從逾越節晚從逾越節晚從逾越節晚

餐到聖餐餐到聖餐餐到聖餐餐到聖餐」」」」書籍一本書籍一本書籍一本書籍一本。。。。 

7. 本會家庭關顧部本會家庭關顧部本會家庭關顧部本會家庭關顧部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10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 9:30 假信義樓五樓舉辦假信義樓五樓舉辦假信義樓五樓舉辦假信義樓五樓舉辦「「「「家庭崇家庭崇家庭崇家庭崇

拜拜拜拜 – 你你你你、、、、我我我我、、、、祂祂祂祂」」」」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探討家庭崇拜的設計和實踐探討家庭崇拜的設計和實踐探討家庭崇拜的設計和實踐探討家庭崇拜的設計和實踐，，，，夫婦費用夫婦費用夫婦費用夫婦費用$50，，，，個別個別個別個別

$60，，，，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80 人人人人，，，，歡迎報名歡迎報名歡迎報名歡迎報名。。。。 

8. 第第第第 28 屆基督教聯合書展將於屆基督教聯合書展將於屆基督教聯合書展將於屆基督教聯合書展將於 10 月月月月 12 - 20 日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舉行日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舉行日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舉行日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舉行，，，，免費入塲免費入塲免費入塲免費入塲，，，，

歡迎肢體前往選購歡迎肢體前往選購歡迎肢體前往選購歡迎肢體前往選購。。。。 

9. 華聯會將於華聯會將於華聯會將於華聯會將於 11 月月月月 1 - 7 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 7:30 假尖沙咀浸信會舉辦假尖沙咀浸信會舉辦假尖沙咀浸信會舉辦假尖沙咀浸信會舉辦第第第第 18 屆培靈奮興屆培靈奮興屆培靈奮興屆培靈奮興大會大會大會大會，，，，講講講講

員為周兆真院長員為周兆真院長員為周兆真院長員為周兆真院長，，，，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 打開真相打開真相打開真相打開真相」」」」，，，，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曾清珠婆婆血壓偏低曾清珠婆婆血壓偏低曾清珠婆婆血壓偏低曾清珠婆婆血壓偏低，，，，正調較藥物正調較藥物正調較藥物正調較藥物，，，，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2. 李美蓮婆婆腰患李美蓮婆婆腰患李美蓮婆婆腰患李美蓮婆婆腰患，，，，余美歡婆婆左手余美歡婆婆左手余美歡婆婆左手余美歡婆婆左手骨骨骨骨裂裂裂裂情況情況情況情況，，，，正在康復中正在康復中正在康復中正在康復中。。。。 

3. 繼續為黃琼繼續為黃琼繼續為黃琼繼續為黃琼婆婆癌病在家療養代禱婆婆癌病在家療養代禱婆婆癌病在家療養代禱婆婆癌病在家療養代禱。。。。 

4. 溫家浩與李翠瑤溫家浩與李翠瑤溫家浩與李翠瑤溫家浩與李翠瑤將於明年三月榮升父母將於明年三月榮升父母將於明年三月榮升父母將於明年三月榮升父母。。。。 

5. 范振毅與彭雅頌將於范振毅與彭雅頌將於范振毅與彭雅頌將於范振毅與彭雅頌將於明年四月迎接第二位家庭成員明年四月迎接第二位家庭成員明年四月迎接第二位家庭成員明年四月迎接第二位家庭成員。。。。 

6. 本堂前同工鄭瑞芬教師於本堂前同工鄭瑞芬教師於本堂前同工鄭瑞芬教師於本堂前同工鄭瑞芬教師於 10 月月月月 13 日下午假真理堂與梁文康弟兄共諧連理日下午假真理堂與梁文康弟兄共諧連理日下午假真理堂與梁文康弟兄共諧連理日下午假真理堂與梁文康弟兄共諧連理，，，，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謹恭祝他倆婚姻美滿謹恭祝他倆婚姻美滿謹恭祝他倆婚姻美滿謹恭祝他倆婚姻美滿。。。。 

7. 譚志雄弟兄之母親譚志雄弟兄之母親譚志雄弟兄之母親譚志雄弟兄之母親、、、、王美蓮姊妹之父親身體抱恙王美蓮姊妹之父親身體抱恙王美蓮姊妹之父親身體抱恙王美蓮姊妹之父親身體抱恙，，，，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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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 10 月月月月 1 日海難喪生之港燈員工及家屬親友日海難喪生之港燈員工及家屬親友日海難喪生之港燈員工及家屬親友日海難喪生之港燈員工及家屬親友代代代代禱禱禱禱，，，，求主抺去傷痛求主抺去傷痛求主抺去傷痛求主抺去傷痛，，，，並從並從並從並從陰霾中陰霾中陰霾中陰霾中

得着釋放與安慰得着釋放與安慰得着釋放與安慰得着釋放與安慰。。。。 

2. 為為為為特區政府調查海難事件起因開通達的路特區政府調查海難事件起因開通達的路特區政府調查海難事件起因開通達的路特區政府調查海難事件起因開通達的路，，，，並事後之跟進與輔並事後之跟進與輔並事後之跟進與輔並事後之跟進與輔導作適當的安排導作適當的安排導作適當的安排導作適當的安排。。。。 

3. 為為為為中國與日本因釣魚台事件產生的張力與怨中國與日本因釣魚台事件產生的張力與怨中國與日本因釣魚台事件產生的張力與怨中國與日本因釣魚台事件產生的張力與怨憤憤憤憤禱禱禱禱告告告告，，，，求主平息風波求主平息風波求主平息風波求主平息風波。。。。 

4. 為為為為本堂下本堂下本堂下本堂下年度教會計劃及年度教會計劃及年度教會計劃及年度教會計劃及新新新新舊執事銜接代舊執事銜接代舊執事銜接代舊執事銜接代禱禱禱禱。。。。 

5.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身體軟弱肢體身體軟弱肢體身體軟弱肢體身體軟弱肢體及其家人代禱及其家人代禱及其家人代禱及其家人代禱。。。。 

6. 為懷孕肢體禱告為懷孕肢體禱告為懷孕肢體禱告為懷孕肢體禱告：：：：李翠瑤李翠瑤李翠瑤李翠瑤、、、、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2012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012 年年年年 11 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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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月月月月 

19(五五五五)     「「「「基督教的逾越節晚餐基督教的逾越節晚餐基督教的逾越節晚餐基督教的逾越節晚餐」」」」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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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區主日沙田區主日沙田區主日沙田區主日學課程學課程學課程學課程((((四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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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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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崇拜家庭崇拜家庭崇拜家庭崇拜    ––––    你你你你、、、、我我我我、、、、祂祂祂祂    夫婦夫婦夫婦夫婦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7(六六六六)     教會改革運動教會改革運動教會改革運動教會改革運動    ––––    青少年培靈會青少年培靈會青少年培靈會青少年培靈會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 

28(日日日日)     信義宗神學院步行籌款信義宗神學院步行籌款信義宗神學院步行籌款信義宗神學院步行籌款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 

29-30     教會改革運動教會改革運動教會改革運動教會改革運動    ––––    培靈會培靈會培靈會培靈會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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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三三三三)     教會改革運動教會改革運動教會改革運動教會改革運動    ––––感恩崇拜感恩崇拜感恩崇拜感恩崇拜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信義宗聯會 

十十十十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1-7     第第第第 18181818 屆培靈奮興大會屆培靈奮興大會屆培靈奮興大會屆培靈奮興大會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華聯會華聯會華聯會華聯會 

4(日日日日)     主日學部部會主日學部部會主日學部部會主日學部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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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日日日)     兒崇導師會兒崇導師會兒崇導師會兒崇導師會    兒崇導師兒崇導師兒崇導師兒崇導師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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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聯感恩奉獻禮婦聯感恩奉獻禮婦聯感恩奉獻禮婦聯感恩奉獻禮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婦聯婦聯婦聯婦聯 

11(日日日日)     差關祈禱會差關祈禱會差關祈禱會差關祈禱會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傳栽傳栽傳栽傳栽 

18(日日日日)     詩班指揮集思會詩班指揮集思會詩班指揮集思會詩班指揮集思會    詩班指揮詩班指揮詩班指揮詩班指揮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4(六六六六)     On FireOn FireOn Fi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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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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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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耶穌嗎你是耶穌嗎你是耶穌嗎你是耶穌嗎？？？？    
 

一群推銷員一群推銷員一群推銷員一群推銷員趕去開一場銷售會議趕去開一場銷售會議趕去開一場銷售會議趕去開一場銷售會議。。。。大家約定大家約定大家約定大家約定，，，，讓每人的另讓每人的另讓每人的另讓每人的另
一半知道一半知道一半知道一半知道，，，，他們會準時回家晚餐他們會準時回家晚餐他們會準時回家晚餐他們會準時回家晚餐。。。。不巧不巧不巧不巧，，，，會議拖了一點時會議拖了一點時會議拖了一點時會議拖了一點時
間間間間，，，，他們到達機場稍晚他們到達機場稍晚他們到達機場稍晚他們到達機場稍晚，，，，    大家手拿機票搶進航廈大家手拿機票搶進航廈大家手拿機票搶進航廈大家手拿機票搶進航廈，，，，在遊廊在遊廊在遊廊在遊廊
中奔跑中奔跑中奔跑中奔跑。。。。        
    
一名推銷員一名推銷員一名推銷員一名推銷員，，，，無意中撞倒一條賣蘋果的長凳無意中撞倒一條賣蘋果的長凳無意中撞倒一條賣蘋果的長凳無意中撞倒一條賣蘋果的長凳，，，，蘋果掉落蘋果掉落蘋果掉落蘋果掉落，，，，
散了一地散了一地散了一地散了一地。。。。由於時間緊湊由於時間緊湊由於時間緊湊由於時間緊湊，，，，闖禍者沒有留下來收拾殘局闖禍者沒有留下來收拾殘局闖禍者沒有留下來收拾殘局闖禍者沒有留下來收拾殘局。。。。    
他們一夥人他們一夥人他們一夥人他們一夥人，，，，趕著繼續奔跑趕著繼續奔跑趕著繼續奔跑趕著繼續奔跑，，，，終於登上了飛機終於登上了飛機終於登上了飛機終於登上了飛機。。。。當一夥人當一夥人當一夥人當一夥人
全都上了飛機全都上了飛機全都上了飛機全都上了飛機，，，，唯獨只缺了一個人唯獨只缺了一個人唯獨只缺了一個人唯獨只缺了一個人。。。。    
    
其中有一人停了下來其中有一人停了下來其中有一人停了下來其中有一人停了下來，，，，他回頭看一眼那被撞倒的長凳他回頭看一眼那被撞倒的長凳他回頭看一眼那被撞倒的長凳他回頭看一眼那被撞倒的長凳﹐﹐﹐﹐深深深深
深呼了一口氣深呼了一口氣深呼了一口氣深呼了一口氣，，，，並對那條蘋果長凳的女主人感到一些同情並對那條蘋果長凳的女主人感到一些同情並對那條蘋果長凳的女主人感到一些同情並對那條蘋果長凳的女主人感到一些同情。。。。    
他告訴夥伴們不必等他他告訴夥伴們不必等他他告訴夥伴們不必等他他告訴夥伴們不必等他，，，，儘管去趕飛機儘管去趕飛機儘管去趕飛機儘管去趕飛機，，，，只請他們到達時只請他們到達時只請他們到達時只請他們到達時，，，，
通知自己的太通知自己的太通知自己的太通知自己的太太一聲太一聲太一聲太一聲，，，，他會乘下一班飛機回家他會乘下一班飛機回家他會乘下一班飛機回家他會乘下一班飛機回家。。。。        
    
他往回走回航廈他往回走回航廈他往回走回航廈他往回走回航廈，，，，發現所有的蘋果都掉在地上發現所有的蘋果都掉在地上發現所有的蘋果都掉在地上發現所有的蘋果都掉在地上。。。。使他大吃使他大吃使他大吃使他大吃
一驚的是一驚的是一驚的是一驚的是，，，，賣蘋果的小販賣蘋果的小販賣蘋果的小販賣蘋果的小販，，，，是一個瞎眼的小女孩是一個瞎眼的小女孩是一個瞎眼的小女孩是一個瞎眼的小女孩。。。。她正在她正在她正在她正在
哭哭哭哭，，，，手摸地板手摸地板手摸地板手摸地板，，，，淚流滿面淚流滿面淚流滿面淚流滿面，，，，想找蘋果想找蘋果想找蘋果想找蘋果，，，，卻一無所得卻一無所得卻一無所得卻一無所得。。。。機場機場機場機場
裡人群川流不息裡人群川流不息裡人群川流不息裡人群川流不息，，，，誰也不停留誰也不停留誰也不停留誰也不停留，，，，更不關心發生了什麼事更不關心發生了什麼事更不關心發生了什麼事更不關心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推銷員在女孩身旁蹲下那個推銷員在女孩身旁蹲下那個推銷員在女孩身旁蹲下那個推銷員在女孩身旁蹲下，，，，把蘋果一個個撿回籃子裡把蘋果一個個撿回籃子裡把蘋果一個個撿回籃子裡把蘋果一個個撿回籃子裡，，，，    
並幫她把長凳架好並幫她把長凳架好並幫她把長凳架好並幫她把長凳架好。。。。這時他才看到這時他才看到這時他才看到這時他才看到，，，，許多蘋果已經跌爛了許多蘋果已經跌爛了許多蘋果已經跌爛了許多蘋果已經跌爛了。。。。    
幫完了忙後幫完了忙後幫完了忙後幫完了忙後，，，，他從錢夾取出錢對女孩說他從錢夾取出錢對女孩說他從錢夾取出錢對女孩說他從錢夾取出錢對女孩說：「：「：「：「請把這一百歐元請把這一百歐元請把這一百歐元請把這一百歐元
拿去拿去拿去拿去，，，，當作我們給妳造成的損失賠償當作我們給妳造成的損失賠償當作我們給妳造成的損失賠償當作我們給妳造成的損失賠償。。。。妳沒事吧妳沒事吧妳沒事吧妳沒事吧？」？」？」？」女孩女孩女孩女孩
哭著點點頭哭著點點頭哭著點點頭哭著點點頭。。。。    
    
推銷員繼續說推銷員繼續說推銷員繼續說推銷員繼續說：「：「：「：「我希望沒有浪費妳的一天我希望沒有浪費妳的一天我希望沒有浪費妳的一天我希望沒有浪費妳的一天。」。」。」。」說完就說完就說完就說完就移步移步移步移步
走開走開走開走開。。。。女孩卻大聲喊道女孩卻大聲喊道女孩卻大聲喊道女孩卻大聲喊道：「：「：「：「先生先生先生先生…………」」」」那人駐足那人駐足那人駐足那人駐足，，，，轉身轉身轉身轉身，，，，女孩女孩女孩女孩
問說問說問說問說：「：「：「：「你是耶穌嗎你是耶穌嗎你是耶穌嗎你是耶穌嗎？」？」？」？」那人停下那人停下那人停下那人停下，，，，注視女孩有目無珠的雙注視女孩有目無珠的雙注視女孩有目無珠的雙注視女孩有目無珠的雙

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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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眼眼眼。。。。一會兒身不由己一會兒身不由己一會兒身不由己一會兒身不由己，，，，動彈不得動彈不得動彈不得動彈不得。。。。然後他緩緩回過身然後他緩緩回過身然後他緩緩回過身然後他緩緩回過身，，，，走走走走
向登機門向登機門向登機門向登機門，，，，心中卻火一般地心中卻火一般地心中卻火一般地心中卻火一般地燃燃燃燃燒著燒著燒著燒著那一句那一句那一句那一句「「「「大聲問大聲問大聲問大聲問」：「」：「」：「」：「你你你你
是耶穌嗎是耶穌嗎是耶穌嗎是耶穌嗎？」？」？」？」        
    
曾經有人以為你是基督嗎曾經有人以為你是基督嗎曾經有人以為你是基督嗎曾經有人以為你是基督嗎？？？？        
    
其實其實其實其實，，，，這是我們做人的目標這是我們做人的目標這是我們做人的目標這是我們做人的目標。。。。盡量肖似耶穌盡量肖似耶穌盡量肖似耶穌盡量肖似耶穌，，，，使人看不出使人看不出使人看不出使人看不出
我們與基督之間有何差別我們與基督之間有何差別我們與基督之間有何差別我們與基督之間有何差別。。。。    如果我們想認識耶穌如果我們想認識耶穌如果我們想認識耶穌如果我們想認識耶穌，，，，必須活必須活必須活必須活
得得得得，，，，作得作得作得作得，，，，像祂一樣才行像祂一樣才行像祂一樣才行像祂一樣才行。。。。    每天把祂的話活出來每天把祂的話活出來每天把祂的話活出來每天把祂的話活出來。。。。你是祂你是祂你是祂你是祂
眼中的瞳人眼中的瞳人眼中的瞳人眼中的瞳人，，，，即便你潦倒一生即便你潦倒一生即便你潦倒一生即便你潦倒一生。。。。    為了救你為了救你為了救你為了救你，，，，祂拋棄了一切祂拋棄了一切祂拋棄了一切祂拋棄了一切，，，，
為了你為了你為了你為了你「「「「踩爛的水果踩爛的水果踩爛的水果踩爛的水果」，」，」，」，祂已付了賠款祂已付了賠款祂已付了賠款祂已付了賠款。。。。    我們要開我們要開我們要開我們要開始活一始活一始活一始活一
個相稱於祂付出的這一代價的生活個相稱於祂付出的這一代價的生活個相稱於祂付出的這一代價的生活個相稱於祂付出的這一代價的生活！！！！    
    
        今天就開始今天就開始今天就開始今天就開始！！！！    
    
慈愛的天父慈愛的天父慈愛的天父慈愛的天父，，，，    
請把你的靈賜給我們請把你的靈賜給我們請把你的靈賜給我們請把你的靈賜給我們，，，，    
讓聖靈幫助我們讓聖靈幫助我們讓聖靈幫助我們讓聖靈幫助我們，，，，    
效法你的聖子耶穌效法你的聖子耶穌效法你的聖子耶穌效法你的聖子耶穌，，，，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耶穌是耶穌是耶穌是耶穌是    ────    你的歡愉你的歡愉你的歡愉你的歡愉、、、、喜樂喜樂喜樂喜樂、、、、快慰快慰快慰快慰。。。。    

((((網上節錄網上節錄網上節錄網上節錄))))    
    



6 

 
 

 

日期：24-25/11  

對象：25-45 歲信徒    

費用：每位 400 元正（本堂將津助每位參加者 100 元, 即每位 300 元） 
  

 

日期：15-23/11/2012  

緊急招募非醫療員４名   

 

 

請為以下需要代禱請為以下需要代禱請為以下需要代禱請為以下需要代禱：：：：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1.1.1. 九月中九月中九月中九月中，，，，新牧師新牧師新牧師新牧師 Evt. Wirotn Kaewsaat 已開始在已開始在已開始在已開始在滿恩堂滿恩堂滿恩堂滿恩堂服事服事服事服事。。。。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    

2.2.2.2. 求主賜福滿恩堂牧師與會友有美好相處求主賜福滿恩堂牧師與會友有美好相處求主賜福滿恩堂牧師與會友有美好相處求主賜福滿恩堂牧師與會友有美好相處，，，，並帶領他與雪玲姑娘配搭服事並帶領他與雪玲姑娘配搭服事並帶領他與雪玲姑娘配搭服事並帶領他與雪玲姑娘配搭服事。。。。    

3.3.3.3. 雪玲姑娘近日病倒發燒雪玲姑娘近日病倒發燒雪玲姑娘近日病倒發燒雪玲姑娘近日病倒發燒，，，，求主保守她的健康求主保守她的健康求主保守她的健康求主保守她的健康。。。。    

    

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    

1.1.1.1. 陳慧玲牧師身在金邊陳慧玲牧師身在金邊陳慧玲牧師身在金邊陳慧玲牧師身在金邊，，，，現正開展一個有五人聚會的團契現正開展一個有五人聚會的團契現正開展一個有五人聚會的團契現正開展一個有五人聚會的團契「「「「大衞團大衞團大衞團大衞團」。」。」。」。    求恩求恩求恩求恩

主堅立聖工主堅立聖工主堅立聖工主堅立聖工。。。。    

2.2.2.2. 求主幫助陳牧師與兩位當地同工美好配搭求主幫助陳牧師與兩位當地同工美好配搭求主幫助陳牧師與兩位當地同工美好配搭求主幫助陳牧師與兩位當地同工美好配搭。。。。    如欲對金邊事工了解更多如欲對金邊事工了解更多如欲對金邊事工了解更多如欲對金邊事工了解更多，，，，歡歡歡歡

迎觀看短片迎觀看短片迎觀看短片迎觀看短片 http://youtube/DGkZzjoSnQkhttp://youtube/DGkZzjoSnQkhttp://youtube/DGkZzjoSnQkhttp://youtube/DGkZzjoSnQk。。。。    

3.3.3.3. 柬埔寨工場急需團隊服侍支援聖工柬埔寨工場急需團隊服侍支援聖工柬埔寨工場急需團隊服侍支援聖工柬埔寨工場急需團隊服侍支援聖工，，，，期望有專業或非專業人員委身工場期望有專業或非專業人員委身工場期望有專業或非專業人員委身工場期望有專業或非專業人員委身工場 1111----2222

年年年年。。。。請切切代禱請切切代禱請切切代禱請切切代禱。。。。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1.1.1. 曾國輝牧師剛今年踏入六十歲曾國輝牧師剛今年踏入六十歲曾國輝牧師剛今年踏入六十歲曾國輝牧師剛今年踏入六十歲，，，，並且是夫婦三十周年珍珠婚並且是夫婦三十周年珍珠婚並且是夫婦三十周年珍珠婚並且是夫婦三十周年珍珠婚，，，，夫婦未來三夫婦未來三夫婦未來三夫婦未來三

年仍會在斐濟年仍會在斐濟年仍會在斐濟年仍會在斐濟。。。。求主引領事奉的求主引領事奉的求主引領事奉的求主引領事奉的『『『『新一新一新一新一頁頁頁頁』。』。』。』。    

2.2.2.2. 曾牧師長女思允與蕭智堯弟兄曾牧師長女思允與蕭智堯弟兄曾牧師長女思允與蕭智堯弟兄曾牧師長女思允與蕭智堯弟兄 27/1027/1027/1027/10 於紐西蘭舉行婚禮於紐西蘭舉行婚禮於紐西蘭舉行婚禮於紐西蘭舉行婚禮。。。。求主引領二人的求主引領二人的求主引領二人的求主引領二人的

新家庭新家庭新家庭新家庭。。。。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緊急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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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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99 92 84 88 93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4 25 20 24 --- 23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02 --- 5 --- --- 5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 --- 26 13 14 18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 --- 5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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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 9 10 10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3 10 10 20 20 13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19 25 15 14 15 18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8 9 13 13 9 10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0 9 --- --- --- 10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8 3 12 --- 8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9 66 58 65 --- 62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2 12 11 --- 12 12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6 ---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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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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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2/11 3/11 

4/11 5/11 
歐美歐美歐美歐美連連連連 

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 

6/11 
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 

7/11 
*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 

8/11 9/11 10/11 

11/11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12/11 13/11 14/11 15/11 16/11 17/11 

18/11 
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 

19/11 20/11 21/11 22/11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23/11 24/11 

25/11 26/11 
羅羅羅羅  基基基基 

27/11 
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 

28/11 
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 

29/11 
黃黃黃黃  琼琼琼琼 

30/11 
*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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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十十十十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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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 20/10 27/10 3/11 10/11 17/11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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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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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類活動球類活動球類活動球類活動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MQ 
加油站加油站加油站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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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 

時事常識時事常識時事常識時事常識

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燒燒燒燒烤樂烤樂烤樂烤樂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青山青山青山青山 

任我行任我行任我行任我行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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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禮的婚禮的婚禮的婚禮的 

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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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培靈會培靈會培靈會培靈會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我的最愛我的最愛我的最愛我的最愛 

敬拜敬拜敬拜敬拜 + 

默想默想默想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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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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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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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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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9/11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6/11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5/11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0/10 17/10 24/10 7/11 14/11 21/11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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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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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運會細運會細運會細運會

(二二二二) 
短講短講短講短講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問答問答問答問答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粵曲粵曲粵曲粵曲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4/10 21/10 28/10 4/11 11/11 18/11 25/11 

兒童級兒童級兒童級兒童級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00-10:00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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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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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堂成年本堂成年本堂成年本堂成年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各種各種各種各種

壓力壓力壓力壓力,身心身心身心身心

靈健康靈健康靈健康靈健康,信信信信

仰持守仰持守仰持守仰持守) 

--- 

疏遠了的疏遠了的疏遠了的疏遠了的

肢體的信肢體的信肢體的信肢體的信

仰持守仰持守仰持守仰持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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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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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 21/10 28/10 4/11 11/11 18/11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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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主日第二十主日第二十主日第二十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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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廿三廿三廿三廿三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廿第廿第廿第廿四四四四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廿第廿第廿第廿五五五五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基督君王基督君王基督君王基督君王日日日日    

    

((((白白白白))))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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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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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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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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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陳錫妹牧師陳錫妹牧師陳錫妹牧師陳錫妹牧師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方承方方承方方承方方承方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吳潔忠牧師吳潔忠牧師吳潔忠牧師吳潔忠牧師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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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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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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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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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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