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沐恩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沐恩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沐恩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沐恩堂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禾輋邨禾輋邨禾輋邨禾輋邨協欣協欣協欣協欣街街街街 

       禾輋信義學校禾輋信義學校禾輋信義學校禾輋信義學校內內內內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2681 1800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2691 1824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aglchk@yahoo.com.hk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aglc.elchk.org.hk  

堂主任堂主任堂主任堂主任：：：：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同工同工同工同工：：：： 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牧牧牧牧師師師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幹事幹事幹事幹事：：：： 黃鳳霞姊妹黃鳳霞姊妹黃鳳霞姊妹黃鳳霞姊妹 

 

沐沐沐沐    

  恩恩恩恩   

     月月月月     

         刊刊刊刊 

                  籃球場上的孩子籃球場上的孩子籃球場上的孩子籃球場上的孩子          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腦中有一段電影情節腦中有一段電影情節腦中有一段電影情節腦中有一段電影情節：：：：班房裡班房裡班房裡班房裡，，，，一位老師剛收完整班學生所交的班會費一位老師剛收完整班學生所交的班會費一位老師剛收完整班學生所交的班會費一位老師剛收完整班學生所交的班會費，，，，

問有哪一位學生願意替他把班會費交到校務處問有哪一位學生願意替他把班會費交到校務處問有哪一位學生願意替他把班會費交到校務處問有哪一位學生願意替他把班會費交到校務處。。。。不少的同學都舉手不少的同學都舉手不少的同學都舉手不少的同學都舉手，，，，老師叫老師叫老師叫老師叫

了祖迪出來了祖迪出來了祖迪出來了祖迪出來。。。。其他的同學嚷道其他的同學嚷道其他的同學嚷道其他的同學嚷道：「：「：「：「不要交給他不要交給他不要交給他不要交給他，，，，他是個賊他是個賊他是個賊他是個賊，，，，之前偷了安東尼的之前偷了安東尼的之前偷了安東尼的之前偷了安東尼的

手錶手錶手錶手錶！」！」！」！」老師看見祖迪低下頭老師看見祖迪低下頭老師看見祖迪低下頭老師看見祖迪低下頭，，，，咬著唇咬著唇咬著唇咬著唇，，，，聽著聽著聽著聽著。。。。 

 
老師低頭靜默了一會老師低頭靜默了一會老師低頭靜默了一會老師低頭靜默了一會，，，，然後抬頭然後抬頭然後抬頭然後抬頭，，，，拿起了班會費拿起了班會費拿起了班會費拿起了班會費，，，，遞到祖迪的面前遞到祖迪的面前遞到祖迪的面前遞到祖迪的面前，，，，問他問他問他問他

說說說說：「：「：「：「我可以相信你嗎我可以相信你嗎我可以相信你嗎我可以相信你嗎？」？」？」？」祖迪用力的點點頭祖迪用力的點點頭祖迪用力的點點頭祖迪用力的點點頭，，，，便飛奔到校便飛奔到校便飛奔到校便飛奔到校務處務處務處務處，，，，把班會費交把班會費交把班會費交把班會費交

到職員手中到職員手中到職員手中到職員手中，，，，又飛奔回課室又飛奔回課室又飛奔回課室又飛奔回課室，，，，告訴老師告訴老師告訴老師告訴老師，，，，已把班會費交給職員了已把班會費交給職員了已把班會費交給職員了已把班會費交給職員了，，，，老師對他老師對他老師對他老師對他

說說說說：「：「：「：「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 

 
上面的那段電影情節上面的那段電影情節上面的那段電影情節上面的那段電影情節，，，，不少人感受到信任孩子的重要性不少人感受到信任孩子的重要性不少人感受到信任孩子的重要性不少人感受到信任孩子的重要性，，，，而老師的問題而老師的問題而老師的問題而老師的問題，，，，

更是一智慧之問更是一智慧之問更是一智慧之問更是一智慧之問，，，，沒有愛沒有愛沒有愛沒有愛，，，，便很難想到這個方法便很難想到這個方法便很難想到這個方法便很難想到這個方法。。。。但在這情節中但在這情節中但在這情節中但在這情節中，，，，我想得最我想得最我想得最我想得最

多的多的多的多的，，，，是是是是「「「「愛的承傳愛的承傳愛的承傳愛的承傳」」」」這個題目這個題目這個題目這個題目。。。。 

 
生命提供了空間生命提供了空間生命提供了空間生命提供了空間，，，，給機會發生給機會發生給機會發生給機會發生，，，，祖迪得著了改變的機會祖迪得著了改變的機會祖迪得著了改變的機會祖迪得著了改變的機會；；；；愛提供了改變的愛提供了改變的愛提供了改變的愛提供了改變的

動動動動力力力力，，，，老師之問帶著愛老師之問帶著愛老師之問帶著愛老師之問帶著愛，，，，內裡有尊重內裡有尊重內裡有尊重內裡有尊重、、、、信任和接納信任和接納信任和接納信任和接納；；；；愛能為看不見未來的孩愛能為看不見未來的孩愛能為看不見未來的孩愛能為看不見未來的孩

子帶來盼望子帶來盼望子帶來盼望子帶來盼望。。。。一個生命若明白自己是被愛的一個生命若明白自己是被愛的一個生命若明白自己是被愛的一個生命若明白自己是被愛的，，，，便願意繼續走下去便願意繼續走下去便願意繼續走下去便願意繼續走下去，，，，並且是快並且是快並且是快並且是快

樂樂樂樂、、、、正直的走下去正直的走下去正直的走下去正直的走下去。。。。當生命走下去當生命走下去當生命走下去當生命走下去，，，，愛也能一代一代地承愛也能一代一代地承愛也能一代一代地承愛也能一代一代地承傳下去傳下去傳下去傳下去。。。。 

 
這幾個月這幾個月這幾個月這幾個月，，，，差不多每個星期六的下午差不多每個星期六的下午差不多每個星期六的下午差不多每個星期六的下午，，，，也會有少青籃球訓練也會有少青籃球訓練也會有少青籃球訓練也會有少青籃球訓練。。。。坐在場邊的坐在場邊的坐在場邊的坐在場邊的

我我我我，，，，看著這班孩子打籃球看著這班孩子打籃球看著這班孩子打籃球看著這班孩子打籃球，，，，曾想起雄哥曾想起雄哥曾想起雄哥曾想起雄哥（（（（我年青時的團契導師我年青時的團契導師我年青時的團契導師我年青時的團契導師））））說過說過說過說過，，，，以前以前以前以前

他們一班弟兄也會相約在籃球場打波他們一班弟兄也會相約在籃球場打波他們一班弟兄也會相約在籃球場打波他們一班弟兄也會相約在籃球場打波，，，，更會在籃球場認識到一些人更會在籃球場認識到一些人更會在籃球場認識到一些人更會在籃球場認識到一些人，，，，並帶他並帶他並帶他並帶他

們返教會們返教會們返教會們返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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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記憶回過神來從記憶回過神來從記憶回過神來從記憶回過神來，，，，看見俊哥與國樞看見俊哥與國樞看見俊哥與國樞看見俊哥與國樞(教練教練教練教練)在場內指教孩子們打波在場內指教孩子們打波在場內指教孩子們打波在場內指教孩子們打波，，，，也想起也想起也想起也想起

俊哥這多年來在籃球場上認識了一班年青人俊哥這多年來在籃球場上認識了一班年青人俊哥這多年來在籃球場上認識了一班年青人俊哥這多年來在籃球場上認識了一班年青人，，，，他們代表教會參加教會盃的賽他們代表教會參加教會盃的賽他們代表教會參加教會盃的賽他們代表教會參加教會盃的賽

事事事事，，，，國樞便是其中一份子國樞便是其中一份子國樞便是其中一份子國樞便是其中一份子，，，，今天他卻義務的來到教會今天他卻義務的來到教會今天他卻義務的來到教會今天他卻義務的來到教會，，，，教這班孩子打籃球教這班孩子打籃球教這班孩子打籃球教這班孩子打籃球。。。。 

 
沐恩堂的那些年和今天沐恩堂的那些年和今天沐恩堂的那些年和今天沐恩堂的那些年和今天，，，，上帝都見證著上帝都見證著上帝都見證著上帝都見證著。。。。上帝呼召了我們上帝呼召了我們上帝呼召了我們上帝呼召了我們，，，，我們在祂的恩我們在祂的恩我們在祂的恩我們在祂的恩

典裡得以明白自己是用重典裡得以明白自己是用重典裡得以明白自己是用重典裡得以明白自己是用重價贖回的價贖回的價贖回的價贖回的。。。。今天這班孩子就在與教會相連的籃球場今天這班孩子就在與教會相連的籃球場今天這班孩子就在與教會相連的籃球場今天這班孩子就在與教會相連的籃球場

上奔跑著上奔跑著上奔跑著上奔跑著、、、、玩樂著玩樂著玩樂著玩樂著。。。。在籃球場上在籃球場上在籃球場上在籃球場上，，，，只要抬頭一望只要抬頭一望只要抬頭一望只要抬頭一望，，，，就會看到就會看到就會看到就會看到「「「「上帝愛世人上帝愛世人上帝愛世人上帝愛世人」」」」

五個字五個字五個字五個字，，，，但不知有多少孩子有機會明白和體會到內裡的意思但不知有多少孩子有機會明白和體會到內裡的意思但不知有多少孩子有機會明白和體會到內裡的意思但不知有多少孩子有機會明白和體會到內裡的意思？？？？禾輋邨裡禾輋邨裡禾輋邨裡禾輋邨裡，，，，困困困困

難的家庭不少難的家庭不少難的家庭不少難的家庭不少，，，，難過的孩子很多難過的孩子很多難過的孩子很多難過的孩子很多…上帝珍惜每一個生命上帝珍惜每一個生命上帝珍惜每一個生命上帝珍惜每一個生命，，，，但願我們能與這些但願我們能與這些但願我們能與這些但願我們能與這些

孩子相連孩子相連孩子相連孩子相連，，，，成為愛的出口成為愛的出口成為愛的出口成為愛的出口。。。。上帝總有祂的時間上帝總有祂的時間上帝總有祂的時間上帝總有祂的時間，，，，就讓我們安靜細察上帝所做就讓我們安靜細察上帝所做就讓我們安靜細察上帝所做就讓我們安靜細察上帝所做

的的的的，，，，趁主作趁主作趁主作趁主作工工工工，，，，與主合作與主合作與主合作與主合作。。。。我們手拉手讓世界知道我們手拉手讓世界知道我們手拉手讓世界知道我們手拉手讓世界知道，，，，上帝的愛使我們相聚一上帝的愛使我們相聚一上帝的愛使我們相聚一上帝的愛使我們相聚一

起起起起～～～～ 

 
 

生命盛載著愛生命盛載著愛生命盛載著愛生命盛載著愛，，，，愛使生命改變愛使生命改變愛使生命改變愛使生命改變，，，，愛盛載著生命愛盛載著生命愛盛載著生命愛盛載著生命，，，，生命使愛得以傳承生命使愛得以傳承生命使愛得以傳承生命使愛得以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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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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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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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人人人人；；；；

長者崇拜人數平均為長者崇拜人數平均為長者崇拜人數平均為長者崇拜人數平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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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8 人人人人，，，，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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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教牧及執事教牧及執事教牧及執事教牧及執事於於於於 23/10 舉行會議及退修舉行會議及退修舉行會議及退修舉行會議及退修，，，，當日已通過當日已通過當日已通過當日已通過 2013 年教會聖工計年教會聖工計年教會聖工計年教會聖工計

劃劃劃劃，，，，現現現現正與各部擬定詳細內容正與各部擬定詳細內容正與各部擬定詳細內容正與各部擬定詳細內容，，，，請紀念請紀念請紀念請紀念。。。。 

3. 本本本本會青少年部舉辦之籃會青少年部舉辦之籃會青少年部舉辦之籃會青少年部舉辦之籃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本堂籃球隊於本堂籃球隊於本堂籃球隊於本堂籃球隊於 21/10 與信恩堂作賽與信恩堂作賽與信恩堂作賽與信恩堂作賽，，，，本堂以本堂以本堂以本堂以

48:13 勝出勝出勝出勝出，，，，整個籃球賽事將於整個籃球賽事將於整個籃球賽事將於整個籃球賽事將於 12 月月月月 9 日完結日完結日完結日完結。。。。 

4. 本會道聲出版社為配合明年成立百本會道聲出版社為配合明年成立百本會道聲出版社為配合明年成立百本會道聲出版社為配合明年成立百周周周周年年年年，，，，現舉辦現舉辦現舉辦現舉辦徵文比賽徵文比賽徵文比賽徵文比賽，，，，題目為題目為題目為題目為「「「「鼓勵你鼓勵你鼓勵你鼓勵你

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2013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目的以正面目的以正面目的以正面目的以正面積極的態度積極的態度積極的態度積極的態度，，，，鼓勵鼓勵鼓勵鼓勵、、、、

欣賞欣賞欣賞欣賞、、、、感謝自己的感謝自己的感謝自己的感謝自己的父母父母父母父母，，，，讓父母感受子女的關懷與支持讓父母感受子女的關懷與支持讓父母感受子女的關懷與支持讓父母感受子女的關懷與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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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明年百周年院慶明年百周年院慶明年百周年院慶明年百周年院慶，，，，其中有感恩晚宴其中有感恩晚宴其中有感恩晚宴其中有感恩晚宴，，，，本堂認購一席本堂認購一席本堂認購一席本堂認購一席，，，，每位每位每位每位$300，，，，

鼓勵肢體報名參加鼓勵肢體報名參加鼓勵肢體報名參加鼓勵肢體報名參加，，，，或自組圍席或自組圍席或自組圍席或自組圍席，，，，藉以支持神學教育藉以支持神學教育藉以支持神學教育藉以支持神學教育，，，，日期為日期為日期為日期為 2013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晚上七時正晚上七時正晚上七時正晚上七時正，，，，地點為金鐘名都酒樓地點為金鐘名都酒樓地點為金鐘名都酒樓地點為金鐘名都酒樓。。。。 

6.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2013 – 2015 三年計劃已於三年計劃已於三年計劃已於三年計劃已於 10 月月月月 29 日常委會修訂通過日常委會修訂通過日常委會修訂通過日常委會修訂通過，，，，本堂將於未來本堂將於未來本堂將於未來本堂將於未來

聖工計劃中盡量配合聖工計劃中盡量配合聖工計劃中盡量配合聖工計劃中盡量配合，，，，有關詳細內容有關詳細內容有關詳細內容有關詳細內容，，，，可向教牧同工查詢可向教牧同工查詢可向教牧同工查詢可向教牧同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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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婆婆婆婆婆婆婆婆牙患多週後已漸漸康復牙患多週後已漸漸康復牙患多週後已漸漸康復牙患多週後已漸漸康復，，，，但由於患有糖尿病但由於患有糖尿病但由於患有糖尿病但由於患有糖尿病，，，，傷口復原較慢傷口復原較慢傷口復原較慢傷口復原較慢。。。。 

2. 本堂謹祝朱家垣伉儷榮升第一任父母本堂謹祝朱家垣伉儷榮升第一任父母本堂謹祝朱家垣伉儷榮升第一任父母本堂謹祝朱家垣伉儷榮升第一任父母。。。。 

3. 譚志雄弟兄之母親仍在沙譚志雄弟兄之母親仍在沙譚志雄弟兄之母親仍在沙譚志雄弟兄之母親仍在沙田醫院留醫田醫院留醫田醫院留醫田醫院留醫，，，，由於年事由於年事由於年事由於年事已已已已高及癌細高及癌細高及癌細高及癌細胞已擴散胞已擴散胞已擴散胞已擴散，，，，醫生將視醫生將視醫生將視醫生將視
乎病情作輕度乎病情作輕度乎病情作輕度乎病情作輕度電療電療電療電療。。。。 

4. 李少瓊婆婆早前腰痛曾入住醫院李少瓊婆婆早前腰痛曾入住醫院李少瓊婆婆早前腰痛曾入住醫院李少瓊婆婆早前腰痛曾入住醫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但仍未能站立但仍未能站立但仍未能站立但仍未能站立，，，，需靠輪椅代步需靠輪椅代步需靠輪椅代步需靠輪椅代步。。。。 

5. 蔡志明姊妹之父親將於蔡志明姊妹之父親將於蔡志明姊妹之父親將於蔡志明姊妹之父親將於 11 月底再做檢查月底再做檢查月底再做檢查月底再做檢查，，，，再確定做手術日期再確定做手術日期再確定做手術日期再確定做手術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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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為為為本會道聲出版社及信義宗神學院明年踏入百周年感恩本會道聲出版社及信義宗神學院明年踏入百周年感恩本會道聲出版社及信義宗神學院明年踏入百周年感恩本會道聲出版社及信義宗神學院明年踏入百周年感恩。。。。 

2. 為為為為道聲及神學院為慶祝百周年將有道聲及神學院為慶祝百周年將有道聲及神學院為慶祝百周年將有道聲及神學院為慶祝百周年將有一連串之慶祝聚會一連串之慶祝聚會一連串之慶祝聚會一連串之慶祝聚會及活動禱告及活動禱告及活動禱告及活動禱告，，，，並為所需經費並為所需經費並為所需經費並為所需經費

及人力代禱及人力代禱及人力代禱及人力代禱。。。。 

3.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13 年聖工發展計劃及人手協調禱告年聖工發展計劃及人手協調禱告年聖工發展計劃及人手協調禱告年聖工發展計劃及人手協調禱告。。。。 

4. 為本堂身體軟弱肢體及其家人代禱為本堂身體軟弱肢體及其家人代禱為本堂身體軟弱肢體及其家人代禱為本堂身體軟弱肢體及其家人代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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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為本港特區政府為本港特區政府為本港特區政府為本港特區政府處理樓巿處理樓巿處理樓巿處理樓巿、、、、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扶貧扶貧扶貧扶貧、、、、長者津貼長者津貼長者津貼長者津貼…………)、、、、教育事業教育事業教育事業教育事業(中學縮班中學縮班中學縮班中學縮班…………)

等禱告等禱告等禱告等禱告。。。。 

7. 為為為為正在學道及正在學道及正在學道及正在學道及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12 月月月月 25 日聖日聖日聖日聖誕崇拜接受洗禮的肢體代禱誕崇拜接受洗禮的肢體代禱誕崇拜接受洗禮的肢體代禱誕崇拜接受洗禮的肢體代禱。。。。 

8. 為奧巴馬連任美國總為奧巴馬連任美國總為奧巴馬連任美國總為奧巴馬連任美國總統後統後統後統後，，，，其治國政策對世界影響代禱其治國政策對世界影響代禱其治國政策對世界影響代禱其治國政策對世界影響代禱。。。。 

 

    2012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2012 年年年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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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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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02(日日日日)     崇拜部會議崇拜部會議崇拜部會議崇拜部會議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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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6(日日日日)     老人中心佈道會老人中心佈道會老人中心佈道會老人中心佈道會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傳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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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日日日)     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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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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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回望回望回望、、、、守候再臨守候再臨守候再臨守候再臨                        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    

((((本堂執事本堂執事本堂執事本堂執事))))    
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２年快將過去年快將過去年快將過去年快將過去，，，，２０１３２０１３２０１３２０１３亦將快來臨亦將快來臨亦將快來臨亦將快來臨。。。。 

這一教會年的最後一個節期這一教會年的最後一個節期這一教會年的最後一個節期這一教會年的最後一個節期，，，，基督君王日是基督君王日是基督君王日是基督君王日是１１１１１１１１月月月月２５２５２５２５日日日日- 意味著我們的目光將重新集意味著我們的目光將重新集意味著我們的目光將重新集意味著我們的目光將重新集

中在君王主耶穌基督身上中在君王主耶穌基督身上中在君王主耶穌基督身上中在君王主耶穌基督身上。。。。 

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 (Christ the King)－－－－聖靈降臨期最後的一個主日聖靈降臨期最後的一個主日聖靈降臨期最後的一個主日聖靈降臨期最後的一個主日。。。。 

基督君王日是教會年的基督君王日是教會年的基督君王日是教會年的基督君王日是教會年的「「「「除夕除夕除夕除夕」。」。」。」。它也是一個讓信徒整理好在自己經歷中的沉澱它也是一個讓信徒整理好在自己經歷中的沉澱它也是一個讓信徒整理好在自己經歷中的沉澱它也是一個讓信徒整理好在自己經歷中的沉澱，，，，並迎並迎並迎並迎

向未來永恆國度的日子向未來永恆國度的日子向未來永恆國度的日子向未來永恆國度的日子。。。。一切也都會過去一切也都會過去一切也都會過去一切也都會過去，，，，期盼的只是基督國度的降臨期盼的只是基督國度的降臨期盼的只是基督國度的降臨期盼的只是基督國度的降臨。。。。此主日的焦點此主日的焦點此主日的焦點此主日的焦點

是那位將要從天上再來的君王主耶穌基督是那位將要從天上再來的君王主耶穌基督是那位將要從天上再來的君王主耶穌基督是那位將要從天上再來的君王主耶穌基督。。。。這位在末日要回來審判世人的君王這位在末日要回來審判世人的君王這位在末日要回來審判世人的君王這位在末日要回來審判世人的君王，，，，祂的國祂的國祂的國祂的國

度以愛作為力量度以愛作為力量度以愛作為力量度以愛作為力量，，，，以服事他人為生活目標以服事他人為生活目標以服事他人為生活目標以服事他人為生活目標。。。。 

基督是永恆的君王基督是永恆的君王基督是永恆的君王基督是永恆的君王，，，，也是我們將來的盼望也是我們將來的盼望也是我們將來的盼望也是我們將來的盼望。。。。 

 
緊接而來的緊接而來的緊接而來的緊接而來的，，，，就是新教會年的開始就是新教會年的開始就是新教會年的開始就是新教會年的開始    ：－：－：－：－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Advent)－－－－ advent 是從拉丁文而來是從拉丁文而來是從拉丁文而來是從拉丁文而來，，，，原意是原意是原意是原意是”即將來臨即將來臨即將來臨即將來臨”。。。。 

將臨期是預備期將臨期是預備期將臨期是預備期將臨期是預備期。。。。約有約有約有約有 25 天天天天，，，，是在聖誕節前四個主日的預備時段是在聖誕節前四個主日的預備時段是在聖誕節前四個主日的預備時段是在聖誕節前四個主日的預備時段。。。。為要是記念主耶穌為要是記念主耶穌為要是記念主耶穌為要是記念主耶穌

基基基基督的第一次降世督的第一次降世督的第一次降世督的第一次降世，，，，及等候祂的再臨和審判萬國萬民及等候祂的再臨和審判萬國萬民及等候祂的再臨和審判萬國萬民及等候祂的再臨和審判萬國萬民。。。。當中我們要預備心靈當中我們要預備心靈當中我們要預備心靈當中我們要預備心靈，，，，向上帝向上帝向上帝向上帝悔悔悔悔

罪罪罪罪，，，，改過改過改過改過；；；；存敬畏的心存敬畏的心存敬畏的心存敬畏的心，，，，帶著帶著帶著帶著盼望盼望盼望盼望，，，，仰望主耶穌基督的再來仰望主耶穌基督的再來仰望主耶穌基督的再來仰望主耶穌基督的再來；；；；以以以以儆醒儆醒儆醒儆醒、、、、虔誠的態度來生虔誠的態度來生虔誠的態度來生虔誠的態度來生

活活活活；；；；堅持召命堅持召命堅持召命堅持召命，，，，持守持守持守持守真道真道真道真道，，，，忠心事主忠心事主忠心事主忠心事主，，，，直等到主再來的一天直等到主再來的一天直等到主再來的一天直等到主再來的一天。。。。    

 

聖誕期聖誕期聖誕期聖誕期 

(Season of Christmas)－－－－是教會節期中最短的一個是教會節期中最短的一個是教會節期中最短的一個是教會節期中最短的一個，，，，只有十二天只有十二天只有十二天只有十二天。。。。但當中卻包含了最為人但當中卻包含了最為人但當中卻包含了最為人但當中卻包含了最為人

所熟悉的平安夜及聖誕節所熟悉的平安夜及聖誕節所熟悉的平安夜及聖誕節所熟悉的平安夜及聖誕節。。。。 

 
平安夜平安夜平安夜平安夜    ––––        
和平之君在此夜誕生和平之君在此夜誕生和平之君在此夜誕生和平之君在此夜誕生，，，，帶來了仁愛帶來了仁愛帶來了仁愛帶來了仁愛，，，，並趕走仇恨並趕走仇恨並趕走仇恨並趕走仇恨；；；；人世間再展現出平安的盼望人世間再展現出平安的盼望人世間再展現出平安的盼望人世間再展現出平安的盼望。。。。 

 報佳音是學效天使在野地裡向牧羊人報上大好的報信報佳音是學效天使在野地裡向牧羊人報上大好的報信報佳音是學效天使在野地裡向牧羊人報上大好的報信報佳音是學效天使在野地裡向牧羊人報上大好的報信，，，，宣告世人進入了仁愛的世宣告世人進入了仁愛的世宣告世人進入了仁愛的世宣告世人進入了仁愛的世 

界界界界，，，，傳傳傳傳揚主大喜的信息揚主大喜的信息揚主大喜的信息揚主大喜的信息。。。。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        

是慶祝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降世為人的日子是慶祝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降世為人的日子是慶祝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降世為人的日子是慶祝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降世為人的日子，，，，是新約時代的開始是新約時代的開始是新約時代的開始是新約時代的開始。。。。從前從前從前從前，，，，上帝以律上帝以律上帝以律上帝以律

法法法法、、、、選民為賜福給萬民的媒介選民為賜福給萬民的媒介選民為賜福給萬民的媒介選民為賜福給萬民的媒介；；；；但如今但如今但如今但如今，，，，因著耶穌基督降生因著耶穌基督降生因著耶穌基督降生因著耶穌基督降生，，，，成為我們的中保成為我們的中保成為我們的中保成為我們的中保，，，，藉藉藉藉

著祂的生著祂的生著祂的生著祂的生、、、、死和復活死和復活死和復活死和復活，，，，使我們可以因著信使我們可以因著信使我們可以因著信使我們可以因著信、、、、藉洗禮而與基督聯合藉洗禮而與基督聯合藉洗禮而與基督聯合藉洗禮而與基督聯合，，，，蒙福得永生蒙福得永生蒙福得永生蒙福得永生，，，，同同同同

作上帝的兒女作上帝的兒女作上帝的兒女作上帝的兒女。。。。 

 
讓我們一同帶著感恩的心讓我們一同帶著感恩的心讓我們一同帶著感恩的心讓我們一同帶著感恩的心，，，，活在上帝賜下的恩典中活在上帝賜下的恩典中活在上帝賜下的恩典中活在上帝賜下的恩典中。。。。邀請主上帝住在我們心裡邀請主上帝住在我們心裡邀請主上帝住在我們心裡邀請主上帝住在我們心裡，，，，活出真活出真活出真活出真

道道道道，，，，直等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直等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直等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直等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 
 

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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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恩堂鴻恩堂鴻恩堂鴻恩堂祖長老給我留下的資產祖長老給我留下的資產祖長老給我留下的資產祖長老給我留下的資產 ──── 柔和謙卑柔和謙卑柔和謙卑柔和謙卑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忘記了是甚麼時候認識祖長老的忘記了是甚麼時候認識祖長老的忘記了是甚麼時候認識祖長老的忘記了是甚麼時候認識祖長老的！！！！    

    我是在我是在我是在我是在 196919691969196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受洗加入鴻日受洗加入鴻日受洗加入鴻日受洗加入鴻恩堂的恩堂的恩堂的恩堂的，，，，到到到到 1973197319731973 年教會舉行新堂獻堂禮年教會舉行新堂獻堂禮年教會舉行新堂獻堂禮年教會舉行新堂獻堂禮，，，，當時有三當時有三當時有三當時有三

位教友受按作長老位教友受按作長老位教友受按作長老位教友受按作長老，，，，祖國臨長老是其中一位祖國臨長老是其中一位祖國臨長老是其中一位祖國臨長老是其中一位。。。。他給我的印象是文質彬彬他給我的印象是文質彬彬他給我的印象是文質彬彬他給我的印象是文質彬彬、、、、溫柔謙卑溫柔謙卑溫柔謙卑溫柔謙卑、、、、含蓄有禮含蓄有禮含蓄有禮含蓄有禮，，，，

且常帶笑容且常帶笑容且常帶笑容且常帶笑容。。。。當時我覺得他笑起來很孩子氣當時我覺得他笑起來很孩子氣當時我覺得他笑起來很孩子氣當時我覺得他笑起來很孩子氣，，，，人非常隨和人非常隨和人非常隨和人非常隨和，，，，使人容易接近使人容易接近使人容易接近使人容易接近。。。。    

    祖長老不寡言笑祖長老不寡言笑祖長老不寡言笑祖長老不寡言笑，，，，很少見他高談闊論很少見他高談闊論很少見他高談闊論很少見他高談闊論，，，，但他的行為舉止卻常使我深受感動和激勵但他的行為舉止卻常使我深受感動和激勵但他的行為舉止卻常使我深受感動和激勵但他的行為舉止卻常使我深受感動和激勵。。。。他從不他從不他從不他從不

以高姿態顯示曾扶助過甚麼人以高姿態顯示曾扶助過甚麼人以高姿態顯示曾扶助過甚麼人以高姿態顯示曾扶助過甚麼人，，，，做過甚麼事做過甚麼事做過甚麼事做過甚麼事，，，，他只以其一貫低調的作風處事待人他只以其一貫低調的作風處事待人他只以其一貫低調的作風處事待人他只以其一貫低調的作風處事待人。。。。    

    祖長老觀人於微祖長老觀人於微祖長老觀人於微祖長老觀人於微，，，，曾不少一次他在我最需要時作適時的慰問曾不少一次他在我最需要時作適時的慰問曾不少一次他在我最需要時作適時的慰問曾不少一次他在我最需要時作適時的慰問、、、、安慰與鼓勵安慰與鼓勵安慰與鼓勵安慰與鼓勵；；；；他教曉我學習他教曉我學習他教曉我學習他教曉我學習

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堅持堅持堅持堅持、、、、順服順服順服順服。。。。    

    記得在記得在記得在記得在 1984198419841984 年我神學畢業前年我神學畢業前年我神學畢業前年我神學畢業前，，，，正需要決定事奉工場正需要決定事奉工場正需要決定事奉工場正需要決定事奉工場。。。。當時的當時的當時的當時的我希望能回饋教會的栽培我希望能回饋教會的栽培我希望能回饋教會的栽培我希望能回饋教會的栽培，，，，故故故故

第一個考慮和選擇是回母堂事奉第一個考慮和選擇是回母堂事奉第一個考慮和選擇是回母堂事奉第一個考慮和選擇是回母堂事奉。。。。但到畢業前半年但到畢業前半年但到畢業前半年但到畢業前半年，，，，教會因某些原因遲遲未能作出是否聘請我教會因某些原因遲遲未能作出是否聘請我教會因某些原因遲遲未能作出是否聘請我教會因某些原因遲遲未能作出是否聘請我

的決定的決定的決定的決定；；；；但另一邊廂但另一邊廂但另一邊廂但另一邊廂，，，，卻有教會正不斷催促及等待我的答覆卻有教會正不斷催促及等待我的答覆卻有教會正不斷催促及等待我的答覆卻有教會正不斷催促及等待我的答覆。。。。在最後一刻在最後一刻在最後一刻在最後一刻，，，，我唯有向祖長老求我唯有向祖長老求我唯有向祖長老求我唯有向祖長老求

救及請示救及請示救及請示救及請示，，，，他沈默了一會他沈默了一會他沈默了一會他沈默了一會，，，，說說說說：「：「：「：「我也很想你回娘家事奉我也很想你回娘家事奉我也很想你回娘家事奉我也很想你回娘家事奉，，，，但基於某些原因但基於某些原因但基於某些原因但基於某些原因，，，，我相信暫時並不我相信暫時並不我相信暫時並不我相信暫時並不

是合適的時機是合適的時機是合適的時機是合適的時機，，，，你回覆其他堂會吧你回覆其他堂會吧你回覆其他堂會吧你回覆其他堂會吧！」！」！」！」因着他的分析與鼓勵因着他的分析與鼓勵因着他的分析與鼓勵因着他的分析與鼓勵，，，，他為我解決這困局他為我解決這困局他為我解決這困局他為我解決這困局。。。。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我我我我

便進到信義會靈安堂得到巫玉揆牧師的教導便進到信義會靈安堂得到巫玉揆牧師的教導便進到信義會靈安堂得到巫玉揆牧師的教導便進到信義會靈安堂得到巫玉揆牧師的教導，，，，學習作傳道的事奉學習作傳道的事奉學習作傳道的事奉學習作傳道的事奉。。。。    

    1993199319931993 年年年年，，，，在上帝的帶領下在上帝的帶領下在上帝的帶領下在上帝的帶領下，，，，我再次回鴻恩堂事奉我再次回鴻恩堂事奉我再次回鴻恩堂事奉我再次回鴻恩堂事奉，，，，先是義務同工身份先是義務同工身份先是義務同工身份先是義務同工身份，，，，後成為半職同工後成為半職同工後成為半職同工後成為半職同工。。。。

在回母堂事奉期在回母堂事奉期在回母堂事奉期在回母堂事奉期間間間間，，，，祖長老都擔當顧問角色祖長老都擔當顧問角色祖長老都擔當顧問角色祖長老都擔當顧問角色，，，，除吳君才牧師外除吳君才牧師外除吳君才牧師外除吳君才牧師外，，，，祖長老是我的祖長老是我的祖長老是我的祖長老是我的「「「「盲公竹盲公竹盲公竹盲公竹」，」，」，」，不不不不

時提點我時提點我時提點我時提點我，，，，更多時候是鼓勵我更多時候是鼓勵我更多時候是鼓勵我更多時候是鼓勵我。。。。    

    當堂會有重大事情發生時當堂會有重大事情發生時當堂會有重大事情發生時當堂會有重大事情發生時，，，，祖長老總會竭盡所能去協調處理祖長老總會竭盡所能去協調處理祖長老總會竭盡所能去協調處理祖長老總會竭盡所能去協調處理，，，，即使是在最嚴峻的時刻即使是在最嚴峻的時刻即使是在最嚴峻的時刻即使是在最嚴峻的時刻，，，，他他他他

那孩子氣的笑容仍然掛在面上那孩子氣的笑容仍然掛在面上那孩子氣的笑容仍然掛在面上那孩子氣的笑容仍然掛在面上，，，，彷彿對我說彷彿對我說彷彿對我說彷彿對我說：「：「：「：「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要忍耐要忍耐要忍耐要忍耐，，，，要順服要順服要順服要順服，，，，艱苦時刻終會過去艱苦時刻終會過去艱苦時刻終會過去艱苦時刻終會過去

的的的的，，，，主恩夠用啊主恩夠用啊主恩夠用啊主恩夠用啊！」！」！」！」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3333 日是我在鴻恩堂事奉的最後一天日是我在鴻恩堂事奉的最後一天日是我在鴻恩堂事奉的最後一天日是我在鴻恩堂事奉的最後一天。。。。當日我講完最後一篇道當日我講完最後一篇道當日我講完最後一篇道當日我講完最後一篇道，，，，祖長老代表教會祖長老代表教會祖長老代表教會祖長老代表教會

致送紀念品給我致送紀念品給我致送紀念品給我致送紀念品給我。。。。他一上台開口講話他一上台開口講話他一上台開口講話他一上台開口講話，，，，便哭起來便哭起來便哭起來便哭起來！！！！原本一直忍着離別淚水的我原本一直忍着離別淚水的我原本一直忍着離別淚水的我原本一直忍着離別淚水的我，，，，經他一哭經他一哭經他一哭經他一哭，，，，我我我我

的眼淚如泉水般不斷湧出的眼淚如泉水般不斷湧出的眼淚如泉水般不斷湧出的眼淚如泉水般不斷湧出，，，，連話也講不出半句連話也講不出半句連話也講不出半句連話也講不出半句；；；；我感受到大家的不捨我感受到大家的不捨我感受到大家的不捨我感受到大家的不捨，，，，特別特別特別特別是祖長老的心意是祖長老的心意是祖長老的心意是祖長老的心意。。。。

我感到不安我感到不安我感到不安我感到不安、、、、不配不配不配不配、、、、不孝不孝不孝不孝，，，，要長老為我這樣擔心掛慮要長老為我這樣擔心掛慮要長老為我這樣擔心掛慮要長老為我這樣擔心掛慮。。。。我還記得最後我安撫會眾說我還記得最後我安撫會眾說我還記得最後我安撫會眾說我還記得最後我安撫會眾說：：：：我是被他我是被他我是被他我是被他

們差派到信義會沐恩堂事奉的們差派到信義會沐恩堂事奉的們差派到信義會沐恩堂事奉的們差派到信義會沐恩堂事奉的，，，，我一定會竭盡所能盡心服事我一定會竭盡所能盡心服事我一定會竭盡所能盡心服事我一定會竭盡所能盡心服事，，，，靠上帝恩典牧養肢體靠上帝恩典牧養肢體靠上帝恩典牧養肢體靠上帝恩典牧養肢體，，，，有美好的有美好的有美好的有美好的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不羞辱上帝的名不羞辱上帝的名不羞辱上帝的名不羞辱上帝的名，，，，和不辜負母堂多年栽培之恩和不辜負母堂多年栽培之恩和不辜負母堂多年栽培之恩和不辜負母堂多年栽培之恩。。。。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我到醫院探望祖長老我到醫院探望祖長老我到醫院探望祖長老我到醫院探望祖長老，，，，雖然見他瘦骨嶙峋雖然見他瘦骨嶙峋雖然見他瘦骨嶙峋雖然見他瘦骨嶙峋，，，，軟弱無力軟弱無力軟弱無力軟弱無力，，，，但他那天真的但他那天真的但他那天真的但他那天真的

笑容卻沒有消失笑容卻沒有消失笑容卻沒有消失笑容卻沒有消失，，，，他那柔和謙卑及真誠態度仍然表露無遺他那柔和謙卑及真誠態度仍然表露無遺他那柔和謙卑及真誠態度仍然表露無遺他那柔和謙卑及真誠態度仍然表露無遺。。。。雖卧病在床雖卧病在床雖卧病在床雖卧病在床，，，，但仍然着意自己有否但仍然着意自己有否但仍然着意自己有否但仍然着意自己有否

失見證失見證失見證失見證，，，，唯恐羞辱主名唯恐羞辱主名唯恐羞辱主名唯恐羞辱主名。。。。祖長老啊祖長老啊祖長老啊祖長老啊！！！！祖長老祖長老祖長老祖長老，，，，你就是這樣的一位長老你就是這樣的一位長老你就是這樣的一位長老你就是這樣的一位長老────    永遠為別人着想永遠為別人着想永遠為別人着想永遠為別人着想！！！！    

    祖長老祖長老祖長老祖長老，，，，懷念你懷念你懷念你懷念你！！！！懷念你的溫柔懷念你的溫柔懷念你的溫柔懷念你的溫柔，，，，懷懷懷懷念你的謙厚念你的謙厚念你的謙厚念你的謙厚，，，，懷念你的笑容懷念你的笑容懷念你的笑容懷念你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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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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貝堂有兩位姊妹正考慮獻身讀神學班貝堂有兩位姊妹正考慮獻身讀神學班貝堂有兩位姊妹正考慮獻身讀神學班貝堂有兩位姊妹正考慮獻身讀神學，，，，求主開路求主開路求主開路求主開路。。。。    

2.2.2.2. 雪玲姑娘將於雪玲姑娘將於雪玲姑娘將於雪玲姑娘將於 11111111 月月月月 12121212----15151515 日婦女營會中負責晨更早禱會日婦女營會中負責晨更早禱會日婦女營會中負責晨更早禱會日婦女營會中負責晨更早禱會，，，，求主加力求主加力求主加力求主加力。。。。    

3.3.3.3. 12121212 月月月月 9999 日班貝堂日班貝堂日班貝堂日班貝堂會友將前往泰柬邊境鄉村舉行主日崇拜會友將前往泰柬邊境鄉村舉行主日崇拜會友將前往泰柬邊境鄉村舉行主日崇拜會友將前往泰柬邊境鄉村舉行主日崇拜，，，，及於傍及於傍及於傍及於傍晚舉行聖晚舉行聖晚舉行聖晚舉行聖

誕福音聚會誕福音聚會誕福音聚會誕福音聚會，，，，    求主預備人心求主預備人心求主預備人心求主預備人心。。。。並請為一切籌備事宜代禱並請為一切籌備事宜代禱並請為一切籌備事宜代禱並請為一切籌備事宜代禱。。。。    

4.4.4.4. 雪玲姑娘的工作簽證及居留證已經獲批出雪玲姑娘的工作簽證及居留證已經獲批出雪玲姑娘的工作簽證及居留證已經獲批出雪玲姑娘的工作簽證及居留證已經獲批出，，，，感謝主開路感謝主開路感謝主開路感謝主開路。。。。    

    

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    

    

1.1.1.1. 兒童團契兒童團契兒童團契兒童團契「「「「大衞團大衞團大衞團大衞團」」」」出席人數不穩出席人數不穩出席人數不穩出席人數不穩，，，，求主幫助同工們有新啟迪與應變求主幫助同工們有新啟迪與應變求主幫助同工們有新啟迪與應變求主幫助同工們有新啟迪與應變。。。。    

2.2.2.2. 醫療短宣終於可成團出發醫療短宣終於可成團出發醫療短宣終於可成團出發醫療短宣終於可成團出發，，，，感感感感謝主謝主謝主謝主。。。。求聖靈動工求聖靈動工求聖靈動工求聖靈動工，，，，盼望義診服事可讓金邊盼望義診服事可讓金邊盼望義診服事可讓金邊盼望義診服事可讓金邊

堆谷區人民感受主的大愛堆谷區人民感受主的大愛堆谷區人民感受主的大愛堆谷區人民感受主的大愛。。。。    

3.3.3.3. 柬埔寨工場急需團隊服侍柬埔寨工場急需團隊服侍柬埔寨工場急需團隊服侍柬埔寨工場急需團隊服侍，，，，支援聖工支援聖工支援聖工支援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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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 求主賜福本會申請為當地求主賜福本會申請為當地求主賜福本會申請為當地求主賜福本會申請為當地 NGONGONGONGO（（（（政府以外非牟利團體政府以外非牟利團體政府以外非牟利團體政府以外非牟利團體）；）；）；）；又因有個別創辦又因有個別創辦又因有個別創辦又因有個別創辦

人欲想退出人欲想退出人欲想退出人欲想退出，，，，求主恩領預備合共五位創辦人求主恩領預備合共五位創辦人求主恩領預備合共五位創辦人求主恩領預備合共五位創辦人，。，。，。，。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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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1.1.1. 曾國輝牧師一家突然於曾國輝牧師一家突然於曾國輝牧師一家突然於曾國輝牧師一家突然於九月份被業主迫遷九月份被業主迫遷九月份被業主迫遷九月份被業主迫遷，，，，但感謝上帝在搬遷事宜上有豐但感謝上帝在搬遷事宜上有豐但感謝上帝在搬遷事宜上有豐但感謝上帝在搬遷事宜上有豐

富的預備富的預備富的預備富的預備。。。。    

2.2.2.2. 由於出席女兒由於出席女兒由於出席女兒由於出席女兒思允思允思允思允的婚禮的婚禮的婚禮的婚禮，，，，曾牧師及師母現時身在紐西蘭曾牧師及師母現時身在紐西蘭曾牧師及師母現時身在紐西蘭曾牧師及師母現時身在紐西蘭，，，，並將逗留至並將逗留至並將逗留至並將逗留至 11111111

月月月月 22 22 22 22 日日日日。。。。請為他倆在紐國的休息請為他倆在紐國的休息請為他倆在紐國的休息請為他倆在紐國的休息，，，，在三十年的婚姻上繼續彼此建立在三十年的婚姻上繼續彼此建立在三十年的婚姻上繼續彼此建立在三十年的婚姻上繼續彼此建立，，，，及及及及

思允婚後之家庭生活代禱思允婚後之家庭生活代禱思允婚後之家庭生活代禱思允婚後之家庭生活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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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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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87 88 --- 87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1 21 23 26 --- 23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90 --- 6 --- --- 48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12 16 13 9 --- 13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3 7 9 4 --- 6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11 9 9 8 --- 9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2 11 21 24 --- 17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25 26 17 15 --- 21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13 10 10 5 --- 10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7 --- 5 3 --- 5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4 1 15 --- 7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9 55 58 54 48 55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1 11 10 --- --- 11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8 --- 12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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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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2/11 3/11 

4/11 5/11 
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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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2/12 
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 

3/12 
*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4/12 5/12 
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 

6/12 7/12 
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8/12 

9/12 
劉啟光劉啟光劉啟光劉啟光 

10/12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11/12 12/12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13/12 
聶燕聶燕聶燕聶燕萍萍萍萍 

14/12 15/12 

16/12 
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 

17/12 18/12 
王玉珍王玉珍王玉珍王玉珍 

19/12 20/12 21/12 
李漢珏李漢珏李漢珏李漢珏 

22/12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23/12 24/12 
*張張張張 靜靜靜靜 

25/12 26/12 27/12 28/12 29/12 

30/12 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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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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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 24/11 1/12 8/12 15/12 22/12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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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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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 Pot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聖誕派對聖誕派對聖誕派對聖誕派對 

感恩及信感恩及信感恩及信感恩及信

息分享息分享息分享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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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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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週服務週服務週服務週 

導師睇真導師睇真導師睇真導師睇真

D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同樂日同樂日同樂日同樂日 
感恩週感恩週感恩週感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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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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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 放下重擔放下重擔放下重擔放下重擔 

Christmas 
Party 

感恩回顧感恩回顧感恩回顧感恩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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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車週單車週單車週單車週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 On Fire 
火鍋火鍋火鍋火鍋 +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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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5/11 日日日日)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4/12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1/12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3/12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4/11 21/11 28/11 5/12 12/12 19/12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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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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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拼拼拼金句金句金句金句 短講短講短講短講 

年年今年年今年年今年年今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8/11 25/11 2/12 9/12 16/12 23/12 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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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聯歡聯歡聯歡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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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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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臨期預將臨期預將臨期預將臨期預

備心靈備心靈備心靈備心靈，，，，

迎接基督迎接基督迎接基督迎接基督 

--- 
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

受洗肢體受洗肢體受洗肢體受洗肢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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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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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 25/11 2/12 9/12 16/12 23/12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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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五主日第廿五主日第廿五主日第廿五主日    

((((綠綠綠綠))))    

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    

    

((((白白白白))))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紫紫紫紫))))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紫紫紫紫))))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紫紫紫紫))))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紫紫紫紫))))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白白白白))))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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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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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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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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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玉文博士張玉文博士張玉文博士張玉文博士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冼杞烈校長冼杞烈校長冼杞烈校長冼杞烈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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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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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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