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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歷奇為本輔導歷奇為本輔導歷奇為本輔導歷奇為本輔導（（（（Adventure-based Counselling））））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起源於美國起源於美國起源於美國起源於美國，，，，是是是是

從外展訓練理念中演化出的一套輔導技巧從外展訓練理念中演化出的一套輔導技巧從外展訓練理念中演化出的一套輔導技巧從外展訓練理念中演化出的一套輔導技巧，，，，透過揉合體驗式歷奇遊戲及小組透過揉合體驗式歷奇遊戲及小組透過揉合體驗式歷奇遊戲及小組透過揉合體驗式歷奇遊戲及小組/

個人解說個人解說個人解說個人解說，，，，促進參加者成長促進參加者成長促進參加者成長促進參加者成長。。。。本港近十多年來輔導界常用這樣的輔導方式本港近十多年來輔導界常用這樣的輔導方式本港近十多年來輔導界常用這樣的輔導方式本港近十多年來輔導界常用這樣的輔導方式，，，，

其中一種常用的遊戲是高空繩網陣其中一種常用的遊戲是高空繩網陣其中一種常用的遊戲是高空繩網陣其中一種常用的遊戲是高空繩網陣，，，，讓參加者面對從未體驗過的挑戰及處讓參加者面對從未體驗過的挑戰及處讓參加者面對從未體驗過的挑戰及處讓參加者面對從未體驗過的挑戰及處

境境境境，，，，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壓力及危機感下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壓力及危機感下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壓力及危機感下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壓力及危機感下，，，，提高個人學習及輔導效果提高個人學習及輔導效果提高個人學習及輔導效果提高個人學習及輔導效果。。。。 

帶領一班孩帶領一班孩帶領一班孩帶領一班孩子做繩網歷奇遊戲子做繩網歷奇遊戲子做繩網歷奇遊戲子做繩網歷奇遊戲，，，，往往令我對個別孩子有更真實的認識往往令我對個別孩子有更真實的認識往往令我對個別孩子有更真實的認識往往令我對個別孩子有更真實的認識。。。。

有些平日沉默寡言有些平日沉默寡言有些平日沉默寡言有些平日沉默寡言、、、、成績一般的孩子成績一般的孩子成績一般的孩子成績一般的孩子，，，，在在在在繩網陣的高空中繩網陣的高空中繩網陣的高空中繩網陣的高空中，，，，起初有點懼色起初有點懼色起初有點懼色起初有點懼色，，，，

經過友伴經過友伴經過友伴經過友伴、、、、導師的鼓勵導師的鼓勵導師的鼓勵導師的鼓勵：「：「：「：「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做得到你做得到你做得到你做得到、、、、深呼吸伸出你的腳深呼吸伸出你的腳深呼吸伸出你的腳深呼吸伸出你的腳、、、、支持你支持你支持你支持你…………」，」，」，」，

終於艱難地踏出首幾步終於艱難地踏出首幾步終於艱難地踏出首幾步終於艱難地踏出首幾步，，，，接著即可愈戰愈勇接著即可愈戰愈勇接著即可愈戰愈勇接著即可愈戰愈勇，，，，順利完成活動順利完成活動順利完成活動順利完成活動。。。。相對地相對地相對地相對地，，，，在繩在繩在繩在繩

網陣的高空中網陣的高空中網陣的高空中網陣的高空中，，，，猶疑良久仍未能踏出一步猶疑良久仍未能踏出一步猶疑良久仍未能踏出一步猶疑良久仍未能踏出一步，，，，甚或連爬樓梯上繩網陣的起點都甚或連爬樓梯上繩網陣的起點都甚或連爬樓梯上繩網陣的起點都甚或連爬樓梯上繩網陣的起點都

有困難的孩子有困難的孩子有困難的孩子有困難的孩子，，，，往往是平日在校往往是平日在校往往是平日在校往往是平日在校「「「「大聲夾惡大聲夾惡大聲夾惡大聲夾惡、、、、蝦蝦霸霸蝦蝦霸霸蝦蝦霸霸蝦蝦霸霸」」」」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每日所見每日所見每日所見每日所見

的惡形惡相原來只是用來掩飾自己內心恐懼的工具的惡形惡相原來只是用來掩飾自己內心恐懼的工具的惡形惡相原來只是用來掩飾自己內心恐懼的工具的惡形惡相原來只是用來掩飾自己內心恐懼的工具，，，，我對他們多了一分憐憫我對他們多了一分憐憫我對他們多了一分憐憫我對他們多了一分憐憫

關愛關愛關愛關愛。。。。    

這樣的體會給我兩方面的反思這樣的體會給我兩方面的反思這樣的體會給我兩方面的反思這樣的體會給我兩方面的反思。。。。在日常生活的世界裏在日常生活的世界裏在日常生活的世界裏在日常生活的世界裏，，，，我們我們我們我們都經常抱怨都經常抱怨都經常抱怨都經常抱怨

身邊配偶身邊配偶身邊配偶身邊配偶、、、、同事同事同事同事（（（（尤其是上司尤其是上司尤其是上司尤其是上司））））、、、、父母等等父母等等父母等等父母等等，，，，怎麼總愛為我作主怎麼總愛為我作主怎麼總愛為我作主怎麼總愛為我作主，，，，指使我做這指使我做這指使我做這指使我做這

做那做那做那做那，，，，禁止我這個那個禁止我這個那個禁止我這個那個禁止我這個那個，，，，大聲呼喝大聲呼喝大聲呼喝大聲呼喝，，，，面目可憎面目可憎面目可憎面目可憎，，，，覺得他們好討厭覺得他們好討厭覺得他們好討厭覺得他們好討厭。。。。無理地希無理地希無理地希無理地希

望操控別人的人望操控別人的人望操控別人的人望操控別人的人，，，，有可能是對自我不踏實的人有可能是對自我不踏實的人有可能是對自我不踏實的人有可能是對自我不踏實的人，，，，從這角度去認識他們從這角度去認識他們從這角度去認識他們從這角度去認識他們，，，，對他對他對他對他

們自有多一分包容們自有多一分包容們自有多一分包容們自有多一分包容、、、、多一分關愛多一分關愛多一分關愛多一分關愛。。。。    

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看到人在軟弱時我看到人在軟弱時我看到人在軟弱時我看到人在軟弱時，，，，得到身邊天使的支持和鼓勵是多麼的重得到身邊天使的支持和鼓勵是多麼的重得到身邊天使的支持和鼓勵是多麼的重得到身邊天使的支持和鼓勵是多麼的重

要要要要，，，，鼓勵的言語增加安全感鼓勵的言語增加安全感鼓勵的言語增加安全感鼓勵的言語增加安全感，，，，咬緊牙關大踏步咬緊牙關大踏步咬緊牙關大踏步咬緊牙關大踏步，，，，就能夠跨過就能夠跨過就能夠跨過就能夠跨過。。。。上帝有時要我上帝有時要我上帝有時要我上帝有時要我

們面對不同的困境與挑戰們面對不同的困境與挑戰們面對不同的困境與挑戰們面對不同的困境與挑戰，，，，然而自我的恐懼往往令我們看不見身邊的天使然而自我的恐懼往往令我們看不見身邊的天使然而自我的恐懼往往令我們看不見身邊的天使然而自我的恐懼往往令我們看不見身邊的天使，，，，

也遮蓋了聖靈的鼓勵也遮蓋了聖靈的鼓勵也遮蓋了聖靈的鼓勵也遮蓋了聖靈的鼓勵，，，，結果不能成長結果不能成長結果不能成長結果不能成長，，，，上帝只能對我們搖頭上帝只能對我們搖頭上帝只能對我們搖頭上帝只能對我們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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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的道是活潑的的道是活潑的的道是活潑的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是有功效的是有功效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甚至魂與靈甚至魂與靈甚至魂與靈，，，，骨骨骨骨
節與骨髓節與骨髓節與骨髓節與骨髓，，，，都能刺入都能刺入都能刺入都能刺入、、、、剖開剖開剖開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並且被造的沒並且被造的沒並且被造的沒並且被造的沒
有一樣在有一樣在有一樣在有一樣在祂祂祂祂面前不顯然的面前不顯然的面前不顯然的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都是赤露都是赤露都是赤露
敞開的敞開的敞開的敞開的。。。。」」」」（（（（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 4:12-13）））） 

人的能力有限人的能力有限人的能力有限人的能力有限，，，，對一個人的認識不可能全面對一個人的認識不可能全面對一個人的認識不可能全面對一個人的認識不可能全面，，，，但創造我們的上帝卻是全但創造我們的上帝卻是全但創造我們的上帝卻是全但創造我們的上帝卻是全

知的知的知的知的，，，，我們在祂的旨意下我們在祂的旨意下我們在祂的旨意下我們在祂的旨意下，，，，走過各式各樣的順境走過各式各樣的順境走過各式各樣的順境走過各式各樣的順境、、、、逆境逆境逆境逆境，，，，為要叫我們身為要叫我們身為要叫我們身為要叫我們身、、、、心心心心、、、、

靈成長靈成長靈成長靈成長，，，，願我們都能夠靠賴主的恩典願我們都能夠靠賴主的恩典願我們都能夠靠賴主的恩典願我們都能夠靠賴主的恩典，，，，以真實的自己勇敢迎接每個挑戰以真實的自己勇敢迎接每個挑戰以真實的自己勇敢迎接每個挑戰以真實的自己勇敢迎接每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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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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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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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人人人；；；；長者長者長者長者崇拜人崇拜人崇拜人崇拜人

數平均為數平均為數平均為數平均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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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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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12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 00 - 4:30 假瀝源邨沙田多元化老人中心舉辦假瀝源邨沙田多元化老人中心舉辦假瀝源邨沙田多元化老人中心舉辦假瀝源邨沙田多元化老人中心舉辦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扶着扶着扶着扶着

你走你走你走你走”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歡迎肢體邀約家中未信主之長者參加歡迎肢體邀約家中未信主之長者參加歡迎肢體邀約家中未信主之長者參加歡迎肢體邀約家中未信主之長者參加。。。。 

3. 12 月月月月 25 日聖誕崇拜有肢體接受洗禮及過會日聖誕崇拜有肢體接受洗禮及過會日聖誕崇拜有肢體接受洗禮及過會日聖誕崇拜有肢體接受洗禮及過會，，，，請為他們代禱守望請為他們代禱守望請為他們代禱守望請為他們代禱守望，，，，求上帝堅立他們的心求上帝堅立他們的心求上帝堅立他們的心求上帝堅立他們的心

志志志志。。。。 

4. 12 月月月月 25 日崇拜後有聖誕聯歡活動及聚餐日崇拜後有聖誕聯歡活動及聚餐日崇拜後有聖誕聯歡活動及聚餐日崇拜後有聖誕聯歡活動及聚餐，，，，時間為時間為時間為時間為 12:30 – 3:00，，，，費用費用費用費用：：：：小六或以下小六或以下小六或以下小六或以下$10、、、、

其他人士其他人士其他人士其他人士 $20，，，，請肢體邀請親友出席請肢體邀請親友出席請肢體邀請親友出席請肢體邀請親友出席，，，，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12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 

5.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會將於會將於會將於 12 月月月月 30 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請所有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教友預留時間出席，，，，共共共共

襄聖工襄聖工襄聖工襄聖工，，，，亦請於禱告中紀念亦請於禱告中紀念亦請於禱告中紀念亦請於禱告中紀念。。。。 

6.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青少年部舉辦之籃青少年部舉辦之籃青少年部舉辦之籃青少年部舉辦之籃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本堂勇奪男子少年組冠軍本堂勇奪男子少年組冠軍本堂勇奪男子少年組冠軍本堂勇奪男子少年組冠軍，，，，頒獎頒獎頒獎頒獎典禮將於典禮將於典禮將於典禮將於 12 月月月月 9 日下日下日下日下

午假九龍灣體育館午假九龍灣體育館午假九龍灣體育館午假九龍灣體育館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歡迎肢體前往打氣歡迎肢體前往打氣歡迎肢體前往打氣歡迎肢體前往打氣。。。。 

7.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教育部舉辦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教育部舉辦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教育部舉辦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教育部舉辦「「「「關關關關注同性戀運動注同性戀運動注同性戀運動注同性戀運動」」」」教牧研討及講座教牧研討及講座教牧研討及講座教牧研討及講座，，，，歡迎教牧及肢體歡迎教牧及肢體歡迎教牧及肢體歡迎教牧及肢體

報名參加報名參加報名參加報名參加。。。。教牧研討會日期為教牧研討會日期為教牧研討會日期為教牧研討會日期為 12 月月月月 10 及及及及 17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9:00 – 1:00，，，，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尖沙咀尖沙咀尖沙咀尖沙咀浸信會浸信會浸信會浸信會；；；；

信徒講座日期為信徒講座日期為信徒講座日期為信徒講座日期為 12 月月月月 22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9:00 – 1:00，，，，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所有費用全所有費用全所有費用全所有費用全

免免免免，，，，詳情可參閱海詳情可參閱海詳情可參閱海詳情可參閱海報報報報。。。。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李少瓊李少瓊李少瓊李少瓊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因跌倒入住因跌倒入住因跌倒入住因跌倒入住醫院醫院醫院醫院，，，，現已回護老院休養現已回護老院休養現已回護老院休養現已回護老院休養。。。。 

2. 鄭翠瓊姊妹曾因腹痛入院數天鄭翠瓊姊妹曾因腹痛入院數天鄭翠瓊姊妹曾因腹痛入院數天鄭翠瓊姊妹曾因腹痛入院數天，，，，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其父親亦於早前接受手其父親亦於早前接受手其父親亦於早前接受手其父親亦於早前接受手術術術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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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接受接受接受接受手術手術手術手術。。。。 

4. 謝詩淇姊妹之妹妹因呼吸困難謝詩淇姊妹之妹妹因呼吸困難謝詩淇姊妹之妹妹因呼吸困難謝詩淇姊妹之妹妹因呼吸困難入住深切治療部入住深切治療部入住深切治療部入住深切治療部，，，，其母親亦因腹痛入院其母親亦因腹痛入院其母親亦因腹痛入院其母親亦因腹痛入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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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調往已調往已調往已調往本會所開辦的恩頤居護老院本會所開辦的恩頤居護老院本會所開辦的恩頤居護老院本會所開辦的恩頤居護老院，，，，她於住院期間決志信主她於住院期間決志信主她於住院期間決志信主她於住院期間決志信主。。。。 

6. 謝玉冰婆婆因牙患含濃謝玉冰婆婆因牙患含濃謝玉冰婆婆因牙患含濃謝玉冰婆婆因牙患含濃，，，，曾住院接受抽濃治療曾住院接受抽濃治療曾住院接受抽濃治療曾住院接受抽濃治療，，，，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由社康護士每天清洗由社康護士每天清洗由社康護士每天清洗由社康護士每天清洗

傷口傷口傷口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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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教會為教會為教會為教會 2013 年聖工及各事奉人員代禱年聖工及各事奉人員代禱年聖工及各事奉人員代禱年聖工及各事奉人員代禱。。。。 

2. 為本堂經濟狀為本堂經濟狀為本堂經濟狀為本堂經濟狀況禱告況禱告況禱告況禱告。。。。 

3. 為本為本為本為本港港港港特區政府面對不被信任特區政府面對不被信任特區政府面對不被信任特區政府面對不被信任，，，，施政困難等代禱施政困難等代禱施政困難等代禱施政困難等代禱。。。。 

4. 為世界局世的穩定為世界局世的穩定為世界局世的穩定為世界局世的穩定、、、、經濟動盪經濟動盪經濟動盪經濟動盪、、、、民生困民生困民生困民生困苦禱告苦禱告苦禱告苦禱告。。。。 

5. 為本堂身為本堂身為本堂身為本堂身、、、、心心心心、、、、靈軟弱肢體及其家人代禱靈軟弱肢體及其家人代禱靈軟弱肢體及其家人代禱靈軟弱肢體及其家人代禱。。。。 

6. 為為為為 12 月月月月 30 日本堂教友大會禱告日本堂教友大會禱告日本堂教友大會禱告日本堂教友大會禱告。。。。 

 

    2012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2013 年年年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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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16(日日日日)     ““““扶着你走扶着你走扶着你走扶着你走””””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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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二二二二)     聖誕崇拜暨聖誕聚餐聖誕崇拜暨聖誕聚餐聖誕崇拜暨聖誕聚餐聖誕崇拜暨聖誕聚餐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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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02(三三三三)     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06(日日日日)     禮儀小組簡介會禮儀小組簡介會禮儀小組簡介會禮儀小組簡介會    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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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三三三三)     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11(五五五五)     斐濟華人宣教夜斐濟華人宣教夜斐濟華人宣教夜斐濟華人宣教夜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16(三三三三)     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20(日日日日)     主禮及襄禮訓練主禮及襄禮訓練主禮及襄禮訓練主禮及襄禮訓練    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1(一一一一)     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    常委常委常委常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3(三三三三)     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26(六六六六)     青少年大會青少年大會青少年大會青少年大會    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30(三三三三)     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關懷佈道訓練班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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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守望天使守望天使守望天使守望天使)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6/1 (顯現日) 黃鳳玲 7/7 梁笑琼 

13/1 林志雄 14/7 李文燕 

20/1 李慈英 21/7 黃詠琪 

27/1 梁詩雅 28/7 黃日勝 

3/2 趙仕傑 4/8 李思哲 

10/2 李敏儀 {年初一} 11/8 陳敏嫺 

17/2  

(預苦期開始) 

朱婉婷  

[社關主日] 
18/8 張少芳 

24/2 黃鳳霞 25/8 梁淑美 

3/3 李志雄 1/9 梁健華 [教友大會] 

10/3 李恩蓓 8/9 劉幼年 

17/3 黃力之 15/9 劉泳兒 

24/3 (棕枝主日)  

    (堂慶) 
林惠誠 22/9 黃佩珍 

31/3(復活節) 朱少琪 29/9 楊寶蓮 

7/4 方偉儉 6/10 陳孜孜 

14/4 譚淑婷 13/10 容瑞燕 {重陽節} 

21/4 林嘉敏 20/10 黃德康 

28/4 吳君德 27/10 周貝蔚 

5/5 蔡志明 3/11 何俊威 [青年主日] 

12/5 
鄺嘉欣  

[孝親主日] 
10/11 鄭賦然 

19/5  

(聖靈降臨節) 
吳牧師 17/11 廖淑卿 

26/5 黃碧瑤 24/11 (基督君王日) 方牧師 

2/6 
周于琴  

[差傳主日] 

1/12  

(將臨期) 
溫家浩 

9/6 
鄭翠瓊  

[差傳主日] 
8/12 譚志雄 

16/6 李志遠 15/12 羅美娟 

23/6 周貝如 22/12 李恩諾 

30/6 單志榮 25/12(聖誕節) 王中真 

  29/12 盧韻怡 [教友大會] 



5 

2013 年教會祈禱會負責人年教會祈禱會負責人年教會祈禱會負責人年教會祈禱會負責人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 

6/1 顯現日顯現日顯現日顯現日 蔡志明 教會各層面見證 (社會、禾信、家庭) 

20/1 梁笑琼 本堂各部事工、執事的服事、執事的家庭健康 

3/2 方偉儉 全球(人民溫飽、貧富差距、宗教關係緊張) 

17/2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李志雄 社會基層福祉、多元化老人中心、本會社會服務部 

3/3 黃碧瑤 禾信福音週、本堂於禾信福音工作 

17/3 梁詩雅 受洗肢體及聖週預備心靈、文憑試學生 

7/4 黃力之 文憑試學生、香港教育系統 

21/4 黃日勝 本港官員盡職及廉潔、社會和諧 

5/5 吳牧師 
香港信義會(會務/教牧/肢體)、監督帶領、總辦教牧及職

工 

19/5 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 黃詠琪 本堂肢體(靈命、信道與行道) 

2/6 鄭翠瓊 本堂差傳心志、本會海宣部及各地工場、未聞福音之民 

16/6 周于琴 本堂各家庭、青年佈道會(22/6) 

7/7 林惠誠 
小五福音營(3-5/7)、升中派位(9/7 家長與學生)、DSE 放榜

(15/7) 

21/7 李志遠 本堂青年人求學/就業、社會青年人善用暑期 

4/8 盧韻怡 本堂主日學服事、本堂少年人的信仰成長、學生團契 

18/8 温家浩 候選執事心志、升小一/中一學生預備迎接改變 

1/9 何俊威 第一次教友大會及執事改選 

15/9 陳敏嫺 本堂成年肢體(各種壓力、身心靈健康、信仰持守) 

6/10 區美彩 內地福音、人民溫飽、中國官員盡職及廉潔 

20/10 趙仕傑 本會文字事工拓展、道聲出版社發展及各員工 

3/11 單志榮 本堂青年人在信仰上扎根成長、禾信收生／老師團隊 

17/11 楊寶蓮 
信義宗神學的教育、信義宗神學院員工／學生、上帝僕人

的訓練 

1/12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朱婉婷 將臨期預備心靈迎接基督 

15/12 譚淑婷 年終感恩、受洗肢體 

 



6 

 

 

 
 

 

請為以下事項代禱請為以下事項代禱請為以下事項代禱請為以下事項代禱：：：： 

 
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 

 
1. 海宣部財政截至十月底共透支海宣部財政截至十月底共透支海宣部財政截至十月底共透支海宣部財政截至十月底共透支$ 313,132，，，，請大家記念並奉獻支持請大家記念並奉獻支持請大家記念並奉獻支持請大家記念並奉獻支持。。。。 

2. 為為為為 2013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晚上七時半在信義樓五樓舉行晚上七時半在信義樓五樓舉行晚上七時半在信義樓五樓舉行晚上七時半在信義樓五樓舉行「「「「斐濟華人宣教夜斐濟華人宣教夜斐濟華人宣教夜斐濟華人宣教夜」，」，」，」，

請禱告支持並歡迎赴會請禱告支持並歡迎赴會請禱告支持並歡迎赴會請禱告支持並歡迎赴會。。。。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1.1.1. 為東北部泰國信義會化虹堂的兒童培育事工祈禱為東北部泰國信義會化虹堂的兒童培育事工祈禱為東北部泰國信義會化虹堂的兒童培育事工祈禱為東北部泰國信義會化虹堂的兒童培育事工祈禱。。。。    

2.2.2.2. 班貝堂班貝堂班貝堂班貝堂會友原定前往泰柬邊境鄉村會友原定前往泰柬邊境鄉村會友原定前往泰柬邊境鄉村會友原定前往泰柬邊境鄉村舉行聖誕福音聚會舉行聖誕福音聚會舉行聖誕福音聚會舉行聖誕福音聚會，，，，最後獲告知聚會取最後獲告知聚會取最後獲告知聚會取最後獲告知聚會取

消消消消，，，，求主憐憫求主憐憫求主憐憫求主憐憫，，，，讓邊境人民得聞福音讓邊境人民得聞福音讓邊境人民得聞福音讓邊境人民得聞福音。。。。    

    

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    

    

1.1.1.1. 為陳牧師與當地同工開始進入城市宣教將遇上的挑戰為陳牧師與當地同工開始進入城市宣教將遇上的挑戰為陳牧師與當地同工開始進入城市宣教將遇上的挑戰為陳牧師與當地同工開始進入城市宣教將遇上的挑戰，，，，祈求主恩領開路祈求主恩領開路祈求主恩領開路祈求主恩領開路。。。。    

2.2.2.2. 為同工能夠成功地對醫療短宣隊接觸過義診的坊眾加以跟進而祈禱為同工能夠成功地對醫療短宣隊接觸過義診的坊眾加以跟進而祈禱為同工能夠成功地對醫療短宣隊接觸過義診的坊眾加以跟進而祈禱為同工能夠成功地對醫療短宣隊接觸過義診的坊眾加以跟進而祈禱。。。。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1.1.1. 曾國輝牧師夫婦懷著平安的心離開斐濟曾國輝牧師夫婦懷著平安的心離開斐濟曾國輝牧師夫婦懷著平安的心離開斐濟曾國輝牧師夫婦懷著平安的心離開斐濟，，，，在紐西蘭度過一個難忘的家庭團在紐西蘭度過一個難忘的家庭團在紐西蘭度過一個難忘的家庭團在紐西蘭度過一個難忘的家庭團

聚聚聚聚。。。。    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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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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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90 82 87 --- 85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1 25 25 19 20 22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81 --- 8 --- --- 45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6 12 10 8 --- 9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4 5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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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9 9 --- 10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22 21 18 14 --- 19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19 21 11 12 --- 16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8 11 5 7 --- 8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12 --- --- 12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4 3 14 --- 7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2 55 35 47 --- 47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9 8 11 --- --- 9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8 --- 10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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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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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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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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1 3/1 4/1 
連連連連珮瑩珮瑩珮瑩珮瑩 

5/1 

6/1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7/1 8/1 
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 

9/1 10/1 
冼冼冼冼慧珊慧珊慧珊慧珊 

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 

11/1 

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 

12/1 

*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 

13/1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14/1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15/1 16/1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17/1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18/1 
*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 

*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 

19/1 

20/1 
伍志豪伍志豪伍志豪伍志豪 

21/1 22/1 23/1 24/1 25/1 26/1 

27/1 28/1 29/1 30/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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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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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 22/12 29/12 5/1 12/1 19/1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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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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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id 
新聞眼新聞眼新聞眼新聞眼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百寶袋百寶袋百寶袋百寶袋 

打造幸福打造幸福打造幸福打造幸福

的家的家的家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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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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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真團契真團契真團契真

義義義義？？？？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文武鬥文武鬥文武鬥文武鬥 暖在心頭暖在心頭暖在心頭暖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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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mas 

Party 
感恩回顧感恩回顧感恩回顧感恩回顧 

找出你的找出你的找出你的找出你的

恩賜恩賜恩賜恩賜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那些年那些年那些年那些年,我我我我

的小時候的小時候的小時候的小時候 

Idult 
新聞眼新聞眼新聞眼新聞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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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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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大計今年大計今年大計今年大計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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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1/12 五五五五)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1/1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8/1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7/1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2/12 19/12 26/12 2/1 9/1 16/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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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今年年今年年今年年今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 

新年新年新年新年 

新希望新希望新希望新希望 

簡介馬簡介馬簡介馬簡介馬

太福音太福音太福音太福音 

歡樂歡樂歡樂歡樂 

時光時光時光時光 

你認識你認識你認識你認識

我嗎我嗎我嗎我嗎?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6/12 23/12 30/12 6/1 13/1 20/1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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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聯歡聯歡聯歡聯歡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總複習總複習總複習總複習 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 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 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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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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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教會各層教會各層教會各層教會各層

面見證面見證面見證面見證(社社社社

會會會會、、、、禾信禾信禾信禾信、、、、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 

本堂各部本堂各部本堂各部本堂各部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的服事的服事的服事的服事,執執執執

事的家庭事的家庭事的家庭事的家庭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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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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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 23/12 25/12 30/12 6/1 13/1 20/1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紫紫紫紫))))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紫紫紫紫))))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白白白白))))    

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白白白白))))    

顯現日顯現日顯現日顯現日    

    

((((白白白白))))    

顯現顯現顯現顯現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白白白白))))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綠綠綠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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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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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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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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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肢肢肢            體體體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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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炳強牧師朱炳強牧師朱炳強牧師朱炳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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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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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番番番番 3 : 14 - 20 

徒徒徒徒 16 : 6 – 34 

路路路路 3 : 7 - 18 

彌彌彌彌 5: 2 -5 上上上上 

來來來來 10 : 5 - 10 

路路路路 1 : 39 - 55 

賽賽賽賽 52 : 7 - 10 

來來來來 1 : 1 - 12 

約約約約 1 : 1 - 14 

撒上撒上撒上撒上 2:18-20, 

26 

西西西西 3: 12 - 17 

路路路路 2 : 41 - 52 

賽賽賽賽 60 : 1 - 6 

弗弗弗弗 3 : 1 – 12 

太太太太 2 : 1 – 12 

賽賽賽賽 43 : 1 – 7 

徒徒徒徒 8 : 14 - 17 

路路路路 3 : 15 - 17, 

21 - 22 

賽賽賽賽 62 : 1 – 5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2:1-11 

約約約約 2 : 1 - 11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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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    ------------    ------------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司司司司

獻獻獻獻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    ------------    ------------    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    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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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385,10, 385,10, 385,10, 38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0,90,90,90,    

366366366366    

89, 338,89, 338,89, 338,89, 33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5,95,95,95,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1,361261,361261,361261,361    

101, 98,101, 98,101, 98,101, 9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9,109,109,10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2,62,62,6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6,11586,11586,11586,115    

114, 420,114, 420,114, 420,114, 420,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7,87,87,87,    

451451451451    

124, 302,124, 302,124, 302,124, 30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4,104,104,104,    

488488488488    

130, 347,130, 347,130, 347,130, 34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0,100,100,100,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1, 223261, 223261, 223261, 223    

50, 72,50, 72,50, 72,50, 7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9,19,19,19,    

492492492492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佳佳佳佳 15 15 15 15 佳佳佳佳 12121212    

佳佳佳佳 10101010    
------------    ------------    ------------    

佳佳佳佳 23 23 23 23 佳佳佳佳    7777    

佳佳佳佳    34343434    
------------    

佳佳佳佳 32323232    佳佳佳佳    95959595    

佳佳佳佳    3434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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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    ------------    ------------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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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盧盧盧盧                                    韻韻韻韻                                怡怡怡怡    李李李李                                志志志志                            雄雄雄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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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梁梁梁                                健健健健                            華華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