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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腳來學習用腳來學習用腳來學習用腳來學習             鄭翠瓊姊妹鄭翠瓊姊妹鄭翠瓊姊妹鄭翠瓊姊妹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閱讀學習閱讀學習閱讀學習閱讀學習」」」」是用眼來學是用眼來學是用眼來學是用眼來學；「；「；「；「訪問學習訪問學習訪問學習訪問學習」」」」是用口來學是用口來學是用口來學是用口來學；「；「；「；「從做中學從做中學從做中學從做中學」」」」是是是是

用手來學用手來學用手來學用手來學，，，，那麼那麼那麼那麼，，，，怎樣才算是用腳來學呢怎樣才算是用腳來學呢怎樣才算是用腳來學呢怎樣才算是用腳來學呢？？？？ 

中國人有句智慧話中國人有句智慧話中國人有句智慧話中國人有句智慧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就是用腳來學習了這就是用腳來學習了這就是用腳來學習了這就是用腳來學習了。。。。

我個人雖不贊同孩子太小就帶他經常出國我個人雖不贊同孩子太小就帶他經常出國我個人雖不贊同孩子太小就帶他經常出國我個人雖不贊同孩子太小就帶他經常出國，，，，以免孩子以為放假去旅行是必然以免孩子以為放假去旅行是必然以免孩子以為放假去旅行是必然以免孩子以為放假去旅行是必然

而不懂珍惜而不懂珍惜而不懂珍惜而不懂珍惜，，，，但作為家長但作為家長但作為家長但作為家長，，，，如能夠刻意地選擇有意義或具主題的路線與孩子如能夠刻意地選擇有意義或具主題的路線與孩子如能夠刻意地選擇有意義或具主題的路線與孩子如能夠刻意地選擇有意義或具主題的路線與孩子

同遊同遊同遊同遊，，，，一方面既增進親子感情一方面既增進親子感情一方面既增進親子感情一方面既增進親子感情，，，，另一方面可開大人和小孩的眼界另一方面可開大人和小孩的眼界另一方面可開大人和小孩的眼界另一方面可開大人和小孩的眼界，，，，明白自明白自明白自明白自己己己己

的渺小的渺小的渺小的渺小。。。。    

我們祖國東西南北的壯闊山河皆上帝的創造我們祖國東西南北的壯闊山河皆上帝的創造我們祖國東西南北的壯闊山河皆上帝的創造我們祖國東西南北的壯闊山河皆上帝的創造，，，，遊覽時除了拍張遊覽時除了拍張遊覽時除了拍張遊覽時除了拍張「「「「到此到此到此到此

一遊一遊一遊一遊」」」」的照片外的照片外的照片外的照片外，，，，還有其他活動嗎還有其他活動嗎還有其他活動嗎還有其他活動嗎？？？？有沒有試過在景點高唱有沒有試過在景點高唱有沒有試過在景點高唱有沒有試過在景點高唱：「：「：「：「觀看你指頭觀看你指頭觀看你指頭觀看你指頭

所造的天所造的天所造的天所造的天，，，，試問人算甚麼試問人算甚麼試問人算甚麼試問人算甚麼？」？」？」？」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世界上不同人活在世界各個角落世界上不同人活在世界各個角落世界上不同人活在世界各個角落世界上不同人活在世界各個角落，，，，有比香有比香有比香有比香

港更理想的環境港更理想的環境港更理想的環境港更理想的環境，，，，當然也有比香港差得多的當然也有比香港差得多的當然也有比香港差得多的當然也有比香港差得多的，，，，若我們不離開這個熟悉的安舒若我們不離開這個熟悉的安舒若我們不離開這個熟悉的安舒若我們不離開這個熟悉的安舒

區區區區，，，，試問又如何能夠比較試問又如何能夠比較試問又如何能夠比較試問又如何能夠比較，，，，知道自己原來比別人幸福知道自己原來比別人幸福知道自己原來比別人幸福知道自己原來比別人幸福，，，，又或許有機會向別人又或許有機會向別人又或許有機會向別人又或許有機會向別人

學習呢學習呢學習呢學習呢？？？？不認識他們的生活不認識他們的生活不認識他們的生活不認識他們的生活，，，，如何能夠去如何能夠去如何能夠去如何能夠去「「「「愛愛愛愛」」」」他們他們他們他們？？？？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歷來鼓勵堂會以經濟支持內地定點地區貧困兒童完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歷來鼓勵堂會以經濟支持內地定點地區貧困兒童完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歷來鼓勵堂會以經濟支持內地定點地區貧困兒童完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歷來鼓勵堂會以經濟支持內地定點地區貧困兒童完

成學業成學業成學業成學業，，，，沐恩堂是其中一個參予是項計劃的堂會沐恩堂是其中一個參予是項計劃的堂會沐恩堂是其中一個參予是項計劃的堂會沐恩堂是其中一個參予是項計劃的堂會。。。。今年度更首次舉辦今年度更首次舉辦今年度更首次舉辦今年度更首次舉辦「「「「內地內地內地內地

關懷探訪體驗團關懷探訪體驗團關懷探訪體驗團關懷探訪體驗團」，」，」，」，目的地是湖南張家界及懷化目的地是湖南張家界及懷化目的地是湖南張家界及懷化目的地是湖南張家界及懷化，，，，透過探訪受助學生透過探訪受助學生透過探訪受助學生透過探訪受助學生，，，，既讓既讓既讓既讓

弟兄姊妹實踐愛鄰舍精神弟兄姊妹實踐愛鄰舍精神弟兄姊妹實踐愛鄰舍精神弟兄姊妹實踐愛鄰舍精神，，，，又可了解中國的農村狀況更多又可了解中國的農村狀況更多又可了解中國的農村狀況更多又可了解中國的農村狀況更多，，，，將來能更具體地將來能更具體地將來能更具體地將來能更具體地

為內地有需要的人民禱告為內地有需要的人民禱告為內地有需要的人民禱告為內地有需要的人民禱告。。。。 

體驗團行程由信義會總辦公室策劃及安排體驗團行程由信義會總辦公室策劃及安排體驗團行程由信義會總辦公室策劃及安排體驗團行程由信義會總辦公室策劃及安排，，，，總辦過去已多次成功組團前總辦過去已多次成功組團前總辦過去已多次成功組團前總辦過去已多次成功組團前

往湖南探訪受助學學生往湖南探訪受助學學生往湖南探訪受助學學生往湖南探訪受助學學生，，，，參予者都感到獲益良多參予者都感到獲益良多參予者都感到獲益良多參予者都感到獲益良多。。。。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本堂今年決定與尊本堂今年決定與尊本堂今年決定與尊本堂今年決定與尊

聖堂聯合組團聖堂聯合組團聖堂聯合組團聖堂聯合組團，，，，盼望能湊夠人數成團出發盼望能湊夠人數成團出發盼望能湊夠人數成團出發盼望能湊夠人數成團出發，，，，誠邀你的參予誠邀你的參予誠邀你的參予誠邀你的參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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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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年年年 1 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 89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6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3 人人人人；；；；長者崇拜人長者崇拜人長者崇拜人長者崇拜人

數平均為數平均為數平均為數平均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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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6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8 人人人人；；；；外會外會外會外會

會友為會友為會友為會友為 20 人人人人。。。。 

2. 本堂擬於本堂擬於本堂擬於本堂擬於 3 月月月月 31 至至至至 4 月月月月 5 日與本會內地教會及關懷事工委員會合辦湖南懷化日與本會內地教會及關懷事工委員會合辦湖南懷化日與本會內地教會及關懷事工委員會合辦湖南懷化日與本會內地教會及關懷事工委員會合辦湖南懷化、、、、

張家界張家界張家界張家界交流體驗團交流體驗團交流體驗團交流體驗團，，，，除遊覽湖南懷化之景點外除遊覽湖南懷化之景點外除遊覽湖南懷化之景點外除遊覽湖南懷化之景點外，，，，亦探訪學校及受助學生亦探訪學校及受助學生亦探訪學校及受助學生亦探訪學校及受助學生。。。。人數最人數最人數最人數最

少少少少 26 人人人人，，，，費用約港幣費用約港幣費用約港幣費用約港幣 4,200。。。。歡迎肢體報名及查詢歡迎肢體報名及查詢歡迎肢體報名及查詢歡迎肢體報名及查詢，，，，行程見後頁行程見後頁行程見後頁行程見後頁「「「「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內內內內，，，，

請向吳牧師或鄭翠瓊執事聯絡請向吳牧師或鄭翠瓊執事聯絡請向吳牧師或鄭翠瓊執事聯絡請向吳牧師或鄭翠瓊執事聯絡。。。。  

3.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栽培部已於栽培部已於栽培部已於栽培部已於 2 月月月月 5 日完成第一堂日完成第一堂日完成第一堂日完成第一堂「「「「成長九式成長九式成長九式成長九式」」」」栽培員訓練班栽培員訓練班栽培員訓練班栽培員訓練班，，，，第二堂將於第二堂將於第二堂將於第二堂將於 3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 9:00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對象為已受洗之成人教友對象為已受洗之成人教友對象為已受洗之成人教友對象為已受洗之成人教友，，，，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20 人人人人。。。。 

4. 本本本本堂堂堂堂將將將將於於於於 2 月月月月 18 日至五月底開放教會作為自修室日至五月底開放教會作為自修室日至五月底開放教會作為自修室日至五月底開放教會作為自修室，，，，服務本堂應屆文憑試團友及服務本堂應屆文憑試團友及服務本堂應屆文憑試團友及服務本堂應屆文憑試團友及

其其其其同學同學同學同學，，，，人數最多為人數最多為人數最多為人數最多為 30 人人人人，，，，詳情稍後公佈詳情稍後公佈詳情稍後公佈詳情稍後公佈。。。。 

5. 2 月月月月 17 日為社關主日日為社關主日日為社關主日日為社關主日，，，，喚醒信徒在社會上的責任和承擔喚醒信徒在社會上的責任和承擔喚醒信徒在社會上的責任和承擔喚醒信徒在社會上的責任和承擔。。。。當天將為內地助學籌當天將為內地助學籌當天將為內地助學籌當天將為內地助學籌

募經費募經費募經費募經費，，，，會多收一次奉獻會多收一次奉獻會多收一次奉獻會多收一次奉獻，，，，請肢體預備請肢體預備請肢體預備請肢體預備，，，，並準時出席並準時出席並準時出席並準時出席。。。。 

6. 關顧部將於關顧部將於關顧部將於關顧部將於 3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00-6:00，，，，舉行一合團聚會舉行一合團聚會舉行一合團聚會舉行一合團聚會，，，，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性傾向歧性傾向歧性傾向歧性傾向歧

視視視視〉〉〉〉面面觀面面觀面面觀面面觀」。」。」。」。席間除了有社會組群的不同意見的報告席間除了有社會組群的不同意見的報告席間除了有社會組群的不同意見的報告席間除了有社會組群的不同意見的報告，，，，及從信仰角度出發之思及從信仰角度出發之思及從信仰角度出發之思及從信仰角度出發之思

考建議外考建議外考建議外考建議外，，，，亦提供讓肢體表達意見之時段亦提供讓肢體表達意見之時段亦提供讓肢體表達意見之時段亦提供讓肢體表達意見之時段。。。。歡迎大家參加歡迎大家參加歡迎大家參加歡迎大家參加。。。。 

7.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之會員及代表大會將於之會員及代表大會將於之會員及代表大會將於之會員及代表大會將於 5 月月月月 1 日假信義中學舉行日假信義中學舉行日假信義中學舉行日假信義中學舉行，，，，本堂代表為何俊威本堂代表為何俊威本堂代表為何俊威本堂代表為何俊威、、、、盧韻盧韻盧韻盧韻

怡及周于琴怡及周于琴怡及周于琴怡及周于琴。。。。 

8. 請肢體注意請肢體注意請肢體注意請肢體注意：：：：全能神教會全能神教會全能神教會全能神教會，，，，又名又名又名又名東方閃電教東方閃電教東方閃電教東方閃電教，，，，現改名為現改名為現改名為現改名為「「「「豐盛恩典之家豐盛恩典之家豐盛恩典之家豐盛恩典之家」，」，」，」，並在並在並在並在

港九新界多處擺設攤位作宣傳港九新界多處擺設攤位作宣傳港九新界多處擺設攤位作宣傳港九新界多處擺設攤位作宣傳，，，，請肢體慎防請肢體慎防請肢體慎防請肢體慎防。。。。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姚合女姊妹姚合女姊妹姚合女姊妹姚合女姊妹已已已已於於於於 1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主懷安息主懷安息主懷安息主懷安息，，，，安息禮拜亦已於安息禮拜亦已於安息禮拜亦已於安息禮拜亦已於 1 月月月月 27 日晚舉行日晚舉行日晚舉行日晚舉行，，，，1 月月月月

28 日為出殯及火葬日為出殯及火葬日為出殯及火葬日為出殯及火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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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家浩母親嚴淑珍婆婆早前有輕微中風溫家浩母親嚴淑珍婆婆早前有輕微中風溫家浩母親嚴淑珍婆婆早前有輕微中風溫家浩母親嚴淑珍婆婆早前有輕微中風，，，，現已出院在休息及需定期做物理治療現已出院在休息及需定期做物理治療現已出院在休息及需定期做物理治療現已出院在休息及需定期做物理治療。。。。 

3. 李金玉婆婆李金玉婆婆李金玉婆婆李金玉婆婆早前早前早前早前「「「「生蛇生蛇生蛇生蛇」，」，」，」，現已康復現已康復現已康復現已康復；；；；但痛症未消但痛症未消但痛症未消但痛症未消，，，，求主施恩求主施恩求主施恩求主施恩。。。。 

4. 余潔桃婆婆痛症影響活動能力余潔桃婆婆痛症影響活動能力余潔桃婆婆痛症影響活動能力余潔桃婆婆痛症影響活動能力，，，，求主醫治求主醫治求主醫治求主醫治。。。。 

5. 李翠瑤姊妹預產期將於李翠瑤姊妹預產期將於李翠瑤姊妹預產期將於李翠瑤姊妹預產期將於 2 月中月中月中月中，，，，而彭雅頌姊妹則約於而彭雅頌姊妹則約於而彭雅頌姊妹則約於而彭雅頌姊妹則約於 4 月月月月，，，，請肢體代禱請肢體代禱請肢體代禱請肢體代禱。。。。 



3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世世世世界各地氣候異常界各地氣候異常界各地氣候異常界各地氣候異常，，，，城巿空氣污染禱城巿空氣污染禱城巿空氣污染禱城巿空氣污染禱告告告告。。。。 

2. 為為為為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首份施政報告發出後各方迴響所造成的影響首份施政報告發出後各方迴響所造成的影響首份施政報告發出後各方迴響所造成的影響首份施政報告發出後各方迴響所造成的影響代代代代禱禱禱禱。。。。 

3. 為為為為「「「「性傾向歧視法性傾向歧視法性傾向歧視法性傾向歧視法」」」」的爭議及討論造成不少分化代禱的爭議及討論造成不少分化代禱的爭議及討論造成不少分化代禱的爭議及討論造成不少分化代禱。。。。 

4. 為為為為本堂肢體靈命及本堂肢體靈命及本堂肢體靈命及本堂肢體靈命及身體軟弱肢體禱身體軟弱肢體禱身體軟弱肢體禱身體軟弱肢體禱求求求求，，，，求主復興及醫治求主復興及醫治求主復興及醫治求主復興及醫治。。。。 

 

    2013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013 年年年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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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17(日日日日)     社關主日社關主日社關主日社關主日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17(日日日日)     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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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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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五五五五)     兒童崇拜及童書講座兒童崇拜及童書講座兒童崇拜及童書講座兒童崇拜及童書講座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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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六六六六)     On On On On Fire Fir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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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24(日日日日)     兒崇導師會兒崇導師會兒崇導師會兒崇導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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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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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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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四四四四)     頌唱普世之歌工作坊頌唱普世之歌工作坊頌唱普世之歌工作坊頌唱普世之歌工作坊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三三三三

月月月月 

02(六六六六)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03(日日日日)     持十架訓練持十架訓練持十架訓練持十架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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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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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第三屆大專生差傳夜第三屆大專生差傳夜第三屆大專生差傳夜第三屆大專生差傳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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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日日日)     事奉人員訓練事奉人員訓練事奉人員訓練事奉人員訓練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部部部部 

11-15     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    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 禾信禾信禾信禾信 

19(二二二二)     「「「「成長九式成長九式成長九式成長九式」」」」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 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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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日日日)     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    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31-5/4     內地關懷體驗內地關懷體驗內地關懷體驗內地關懷體驗團團團團    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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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為泰國東北朗恆堂成立於為泰國東北朗恆堂成立於為泰國東北朗恆堂成立於為泰國東北朗恆堂成立於 1998 年年年年，，，，現現現現名單名單名單名單有會友約二百多人有會友約二百多人有會友約二百多人有會友約二百多人，，，，但恆常出但恆常出但恆常出但恆常出

席崇拜的只有二席崇拜的只有二席崇拜的只有二席崇拜的只有二、、、、三十人三十人三十人三十人，，，，求主堅立每位信求主堅立每位信求主堅立每位信求主堅立每位信徒徒徒徒。。。。 

2. 滿恩堂二月份起開辦小學英文班及結他班滿恩堂二月份起開辦小學英文班及結他班滿恩堂二月份起開辦小學英文班及結他班滿恩堂二月份起開辦小學英文班及結他班，，，，盼望能接觸更多盼望能接觸更多盼望能接觸更多盼望能接觸更多學員學員學員學員及其家及其家及其家及其家

長長長長。。。。 

3. 為本會一位年輕的泰國儲備宣教士禱告為本會一位年輕的泰國儲備宣教士禱告為本會一位年輕的泰國儲備宣教士禱告為本會一位年輕的泰國儲備宣教士禱告，，，，求主保守他出工場前的各方面預求主保守他出工場前的各方面預求主保守他出工場前的各方面預求主保守他出工場前的各方面預

備備備備。。。。 

 

柬埔寨金邊信義中心柬埔寨金邊信義中心柬埔寨金邊信義中心柬埔寨金邊信義中心 

 
1. 區佩玲姑娘得上帝感動區佩玲姑娘得上帝感動區佩玲姑娘得上帝感動區佩玲姑娘得上帝感動，，，，18/2 將踏入柬國工場成為義務同工將踏入柬國工場成為義務同工將踏入柬國工場成為義務同工將踏入柬國工場成為義務同工，，，，求記念她求記念她求記念她求記念她

的適應及智慧開荒的適應及智慧開荒的適應及智慧開荒的適應及智慧開荒。。。。 

2. 為兩位同工為兩位同工為兩位同工為兩位同工 Rithy 及及及及 Yueleang 事奉得力及與區姑娘建立團隊配撘事奉得力及與區姑娘建立團隊配撘事奉得力及與區姑娘建立團隊配撘事奉得力及與區姑娘建立團隊配撘。。。。 

3. 求主親自開拓當地福音工作及發展方向求主親自開拓當地福音工作及發展方向求主親自開拓當地福音工作及發展方向求主親自開拓當地福音工作及發展方向 。。。。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曾國輝牧師女兒思華剛進入大學修讀教育曾國輝牧師女兒思華剛進入大學修讀教育曾國輝牧師女兒思華剛進入大學修讀教育曾國輝牧師女兒思華剛進入大學修讀教育，，，，現正物色住宿地方現正物色住宿地方現正物色住宿地方現正物色住宿地方，，，，求主預備求主預備求主預備求主預備。。。。 

2. 為斐濟華人教會能同心一起敬拜服侍為斐濟華人教會能同心一起敬拜服侍為斐濟華人教會能同心一起敬拜服侍為斐濟華人教會能同心一起敬拜服侍，，，，又為新學年開始又為新學年開始又為新學年開始又為新學年開始，，，，求主保守莘莘學求主保守莘莘學求主保守莘莘學求主保守莘莘學

子子子子。。。。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屆大專生差傳夜屆大專生差傳夜屆大專生差傳夜屆大專生差傳夜：：：：<鼓勵大專生踴躍報名鼓勵大專生踴躍報名鼓勵大專生踴躍報名鼓勵大專生踴躍報名>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3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六六六六)    晚上七時晚上七時晚上七時晚上七時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走出安樂窩走出安樂窩走出安樂窩走出安樂窩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何翰庭先生何翰庭先生何翰庭先生何翰庭先生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信義樓信義樓信義樓信義樓 

 

� 2013 差傳事工交流會差傳事工交流會差傳事工交流會差傳事工交流會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5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信義樓信義樓信義樓信義樓 

     堂會持續增長堂會持續增長堂會持續增長堂會持續增長, 差傳事工不可少差傳事工不可少差傳事工不可少差傳事工不可少, 誠邀堂委與信徒報名誠邀堂委與信徒報名誠邀堂委與信徒報名誠邀堂委與信徒報名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同心交流同心交流同心交流同心交流, 共拓聖工共拓聖工共拓聖工共拓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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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教 香港 信義 會尊 聖堂 、沐 恩堂   合 辦 
內地 教會 及關 懷事 工委 員會      協辦 
 

湖南懷化、張家界交流體驗團行程表  

行  程  表  
 

     

日 期 ： 2013 年 3 月 31 日 （ 星 期 日 ） 至 4 月 5 日 （ 星 期 五 ）〔 六 日 五 夜 〕  
人 數 ： 最 多 42 人 ， 最 少 16 人    收 費 ： 港 幣 ４ ,１ ５ ０ /每 位 (大 小 同 價 ) 
截 止 日 期 ： 2 月 25 日  

行 程 ：  

日    期 行      程 食   宿 

第 一 天 

31/03/13 (日) 

下午在上水火車站往羅湖方向月台集合，經羅湖口

岸由專車接送至廣州新白雲機場〔20:25〕，乘機前

往張家界〔21:35〕／或專車接送至深圳寶安機場

〔16:10〕，乘機前往長沙〔17:25〕，再乘專車往

張家界。 

夜宿張家界 

武陵園賓館 

或同級 

第 二 天 

01/04/13 (一) 

早餐後遊覽張家界黃石寨； 

午膳後遊覽南門天台－西海－神堂灣－卸筆峰－ 

十里畫廊。 

夜宿張家界 

武陵園賓館 

或同級 

第 三 天 

02/04/13 (二) 

早餐後遊覽天門山；午膳後訪問張家界基督教會。

晚膳後乘坐空調硬坐火車〔17:25〕前往懷化，於

晚上到達〔21:10〕。 

 

夜宿懷化 

 

第 四 天 

03/04/13  

(三) 

早餐後往探訪農村學校，與受助學生見面及活動。

午膳後分組訪問學生家庭。 

夜宿懷化 

麗都酒店 

第 五 天 

04/04/13  

(四) 

早餐後往探訪參觀學校，隨後往中方縣荊坪，參觀

明清古文化村，午膳品嚐農家菜，下午乘空調硬臥

火車回廣州〔17:25〕。 

夜宿火車上 
（晚膳火車上自理） 

第 六 天 

05/04/13 (五) 

上午到達廣州火車站〔07:00〕，轉乘火車到深圳

〔09:30〕，隨即過關返回香港。 
行程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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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前的禱告開工前的禱告開工前的禱告開工前的禱告 

天上的父天上的父天上的父天上的父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當我走進這工作場所當我走進這工作場所當我走進這工作場所當我走進這工作場所，，，，願祢與我同在願祢與我同在願祢與我同在願祢與我同在。。。。 

求求求求透過透過透過透過我的唇我的唇我的唇我的唇舌舌舌舌，，，，在這辦公室內在這辦公室內在這辦公室內在這辦公室內傳揚傳揚傳揚傳揚祢的和平祢的和平祢的和平祢的和平、、、、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憐憫和祢完美的秩序憐憫和祢完美的秩序憐憫和祢完美的秩序憐憫和祢完美的秩序。。。。 

在在在在這場所內的一切話語這場所內的一切話語這場所內的一切話語這場所內的一切話語、、、、意念意念意念意念、、、、決策和行動中決策和行動中決策和行動中決策和行動中，，，，我都認定祢在其中掌權我都認定祢在其中掌權我都認定祢在其中掌權我都認定祢在其中掌權。。。。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感謝祢賜予我的一切恩賜我感謝祢賜予我的一切恩賜我感謝祢賜予我的一切恩賜我感謝祢賜予我的一切恩賜。。。。 

為祢的榮耀為祢的榮耀為祢的榮耀為祢的榮耀，，，，我承諾盡責我承諾盡責我承諾盡責我承諾盡責地地地地使用它們使用它們使用它們使用它們。。。。 

求祢給我力量去完成我的工作求祢給我力量去完成我的工作求祢給我力量去完成我的工作求祢給我力量去完成我的工作；；；；膏抹我的技巧膏抹我的技巧膏抹我的技巧膏抹我的技巧、、、、思想和精力思想和精力思想和精力思想和精力，，，， 

以致我最微小的成效也能榮耀祢的名以致我最微小的成效也能榮耀祢的名以致我最微小的成效也能榮耀祢的名以致我最微小的成效也能榮耀祢的名。。。。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當我困惑時當我困惑時當我困惑時當我困惑時，，，，求祢求祢求祢求祢引導我引導我引導我引導我。。。。 

當我疲倦時當我疲倦時當我疲倦時當我疲倦時，，，，求加求加求加求加給我力量給我力量給我力量給我力量。。。。 

當我當我當我當我耗耗耗耗盡盡盡盡如死灰如死灰如死灰如死灰時時時時，，，，求祢以聖靈的求祢以聖靈的求祢以聖靈的求祢以聖靈的慈慈慈慈光光光光透遍透遍透遍透遍我我我我身身身身。。。。 

願我的工作和做事的方式願我的工作和做事的方式願我的工作和做事的方式願我的工作和做事的方式，，，， 

能能能能將信將信將信將信、、、、喜樂和笑容帶給喜樂和笑容帶給喜樂和笑容帶給喜樂和笑容帶給我今天所接觸我今天所接觸我今天所接觸我今天所接觸到到到到的每個人的每個人的每個人的每個人。。。。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當我離開這個地方時當我離開這個地方時當我離開這個地方時當我離開這個地方時，，，，求祢求祢求祢求祢保守保守保守保守我路途平安我路途平安我路途平安我路途平安。。。。 

賜賜賜賜福福福福給給給給我的家和家人我的家和家人我的家和家人我的家和家人，，，，有有有有在在在在我離開我離開我離開我離開之之之之時的安穩時的安穩時的安穩時的安穩。。。。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對祢已作成的對祢已作成的對祢已作成的對祢已作成的、、、、正在作的和將會作的正在作的和將會作的正在作的和將會作的正在作的和將會作的，，，，我我我我都獻上感謝都獻上感謝都獻上感謝都獻上感謝。。。。 

我我我我帶著帶著帶著帶著深深的愛和感恩深深的愛和感恩深深的愛和感恩深深的愛和感恩來來來來禱告禱告禱告禱告，，，，乃奉乃奉乃奉乃奉耶穌基督的名耶穌基督的名耶穌基督的名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Prayer Before Starting Work by Georgy www.turnbacktogod.com/prayer-before-starting-work/ 

原載於香港原載於香港原載於香港原載於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專業人才服務機構專業人才服務機構專業人才服務機構 - 「「「「職報職報職報職報」」」」第四期第四期第四期第四期 12.2012 號號號號(岑麗萍譯岑麗萍譯岑麗萍譯岑麗萍譯)  [譯文譯文譯文譯文經本堂同工修訂經本堂同工修訂經本堂同工修訂經本堂同工修訂]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今年的預苦期今年的預苦期今年的預苦期今年的預苦期，，，，由由由由二月十三日二月十三日二月十三日二月十三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的的的的「「「「聖灰日聖灰日聖灰日聖灰日」」」」開始開始開始開始。。。。除卻當中所經過的主日除卻當中所經過的主日除卻當中所經過的主日除卻當中所經過的主日

外外外外，，，，預苦期共經歷四十天預苦期共經歷四十天預苦期共經歷四十天預苦期共經歷四十天。。。。這節期的最後一個主日這節期的最後一個主日這節期的最後一個主日這節期的最後一個主日，，，，是是是是「「「「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它為它為它為它為「「「「聖週聖週聖週聖週」」」」揭揭揭揭

開序幕開序幕開序幕開序幕，，，，讓信徒在這一週之內特別記念讓信徒在這一週之內特別記念讓信徒在這一週之內特別記念讓信徒在這一週之內特別記念「「「「立聖餐立聖餐立聖餐立聖餐」（」（」（」（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受難受難受難受難」（」（」（」（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並且並且並且並且

期待所邁向的期待所邁向的期待所邁向的期待所邁向的「「「「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往往被信徒認為是往往被信徒認為是往往被信徒認為是往往被信徒認為是把把把把重點重點重點重點放在放在放在放在「「「「自省自省自省自省」」」」和和和和「「「「悔罪悔罪悔罪悔罪」」」」上上上上。。。。這這這這兩件兩件兩件兩件固然錯不了固然錯不了固然錯不了固然錯不了，，，，

但信徒卻決不應停留在此但信徒卻決不應停留在此但信徒卻決不應停留在此但信徒卻決不應停留在此。。。。倘若我們只能在沉痛悔罪中被自己的罪孽所壓傷倘若我們只能在沉痛悔罪中被自己的罪孽所壓傷倘若我們只能在沉痛悔罪中被自己的罪孽所壓傷倘若我們只能在沉痛悔罪中被自己的罪孽所壓傷，，，，則縱使則縱使則縱使則縱使

自省千遍自省千遍自省千遍自省千遍萬遍萬遍萬遍萬遍仍於我無益仍於我無益仍於我無益仍於我無益。。。。如此如此如此如此，，，，我們便與我們便與我們便與我們便與未未未未信的人信的人信的人信的人一樣沒有指望一樣沒有指望一樣沒有指望一樣沒有指望。。。。    

可是可是可是可是，，，，基督徒卻不應如此基督徒卻不應如此基督徒卻不應如此基督徒卻不應如此；；；；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自省自省自省自省、、、、悔罪悔罪悔罪悔罪」，」，」，」，為的是要叫我們為的是要叫我們為的是要叫我們為的是要叫我們「「「「知恩知恩知恩知恩、、、、念恩念恩念恩念恩」；」；」；」；因因因因

為人若不先知罪為人若不先知罪為人若不先知罪為人若不先知罪，，，，就無從就無從就無從就無從體會基督厚體會基督厚體會基督厚體會基督厚恩恩恩恩。。。。信徒既反思基督耶穌的捨己信徒既反思基督耶穌的捨己信徒既反思基督耶穌的捨己信徒既反思基督耶穌的捨己、、、、施於我們的恩施於我們的恩施於我們的恩施於我們的恩

情情情情，，，，就就就就「「「「心被恩感心被恩感心被恩感心被恩感，，，，起來承接召命起來承接召命起來承接召命起來承接召命」。」。」。」。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在預苦期中在預苦期中在預苦期中在預苦期中，，，，我們必要我們必要我們必要我們必要「「「「自省自省自省自省、、、、悔罪悔罪悔罪悔罪」，」，」，」，好能好能好能好能「「「「知恩知恩知恩知恩、、、、念恩念恩念恩念恩」」」」；；；；並並並並且應該且應該且應該且應該進一步進一步進一步進一步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藉聖洗禮重生藉聖洗禮重生藉聖洗禮重生藉聖洗禮重生」」」」和和和和「「「「在聖靈裡被更新在聖靈裡被更新在聖靈裡被更新在聖靈裡被更新」」」」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繼而承擔使命繼而承擔使命繼而承擔使命繼而承擔使命，，，，作主忠心的工作主忠心的工作主忠心的工作主忠心的工

人人人人。。。。因着得勝的因着得勝的因着得勝的因着得勝的「「「「復活主復活主復活主復活主」」」」走在前頭走在前頭走在前頭走在前頭，，，，就背起十字架就背起十字架就背起十字架就背起十字架，，，，唱頌樂歌跟隨唱頌樂歌跟隨唱頌樂歌跟隨唱頌樂歌跟隨。。。。    

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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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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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96 96 76 --- 89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2 24 25 26 23 2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89 --- 3 -- --- 46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9 --- 18 26 --- 18 

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 6 4 5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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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 11 --- 11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8 21 23 12 --- 19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14 10 13 8 --- 11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9 9 11 8 --- 9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5 11 14 10 --- 13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7 --- 10 --- 9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1 58 63 60 50 54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9 --- 13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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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2 

3/2 4/2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5/2 6/2 7/2 8/2 9/2 

10/2 11/2 12/2 13/2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 

14/2 

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 

蔡青姐蔡青姐蔡青姐蔡青姐 

15/2 

李國強李國強李國強李國強 

16/2 

17/2 18/2 19/2 20/2 21/2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22/2 23/2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24/2 25/2 26/2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27/2 28/2 1/3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2/3 

3/3 

聶玉鳳聶玉鳳聶玉鳳聶玉鳳 

4/3 5/3 6/3 7/3 8/3 9/3 

10/3 11/3 

梁笑蘭梁笑蘭梁笑蘭梁笑蘭 

12/3 13/3 

周世豪周世豪周世豪周世豪 

14/3 15/3 

*黃卓恩黃卓恩黃卓恩黃卓恩 

16/3 

17/3 18/3 19/3 20/3 21/3 22/3 23/3 

24/3 25/3 26/3 27/3 

鍾偉邦鍾偉邦鍾偉邦鍾偉邦 

28/3 

*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 

*王浩陽王浩陽王浩陽王浩陽 

29/3 30/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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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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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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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23/2 2/3 9/3 16/3 23/3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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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成長的成長的成長的成長的 

天空天空天空天空 
常識問答常識問答常識問答常識問答 

自然生態自然生態自然生態自然生態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歡迎你歡迎你歡迎你歡迎你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休會休會休會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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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談談談‧‧‧‧ 

戀愛戀愛戀愛戀愛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棋類棋類棋類棋類 

大比併大比併大比併大比併 
財財財財(下集下集下集下集)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Future? 休會休會休會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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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關懷關懷關懷 

大行動大行動大行動大行動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時事時事時事時事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快樂生活快樂生活快樂生活快樂生活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我的最愛我的最愛我的最愛我的最愛 休休休休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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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On Fire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誰為正邪誰為正邪誰為正邪誰為正邪

定分界定分界定分界定分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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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4/2 日日日日)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8/3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5/3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4/3 日日日日)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2 20/2 27/2 6/3 13/3 20/3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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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四初四初四初四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教會節教會節教會節教會節

期講解期講解期講解期講解 

聖經中聖經中聖經中聖經中

的食物的食物的食物的食物 

耶穌論耶穌論耶穌論耶穌論

鹽和光鹽和光鹽和光鹽和光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默想默想默想默想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今日今日今日今日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2 24/2 3/3 10/3 17/3 24/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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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BBQ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 

慶祝暨慶祝暨慶祝暨慶祝暨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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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基層社會基層社會基層社會基層

福祉福祉福祉福祉,多元多元多元多元

化老人中化老人中化老人中化老人中

心心心心,本會社本會社本會社本會社

會服務部會服務部會服務部會服務部 

--- 

禾信福音禾信福音禾信福音禾信福音

週週週週,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禾信福音禾信福音禾信福音禾信福音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 

聖週預備聖週預備聖週預備聖週預備

心靈心靈心靈心靈、、、、文文文文

憑試學生憑試學生憑試學生憑試學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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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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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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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24/2 3/3 10/3 17/3 24/3 31/3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紫紫紫紫))))    

社關主日社關主日社關主日社關主日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紫紫紫紫))))    

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    

    

((((紫紫紫紫))))    

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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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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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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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方方方方克信牧師克信牧師克信牧師克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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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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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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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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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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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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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申申申申 26: 1 – 11 

羅羅羅羅 10:8 下下下下-13 

路路路路 4: 1 - 13 

創創創創 15: 1-12, 

17 - 18 

腓腓腓腓 3:17 –  

4 :1 

路路路路 13:31-35 

賽賽賽賽 55: 1 – 9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0:1-13 

路路路路 13: 1 – 9 

書書書書 5: 9 – 12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5:16-21 

路路路路 15: 1-3、、、、 

11 下下下下 - 32 

賽賽賽賽 43: 16-21 

腓腓腓腓 3:4 下下下下-14 

約約約約 12: 1 - 8 

賽賽賽賽 50:4-9 上上上上 

腓腓腓腓 2: 5 – 11 

路路路路 19: 28-40 

徒徒徒徒 10:34-43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5:19-26 

路路路路 24:1-12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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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    ------------    

司司司司

獻獻獻獻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梁笑梁笑梁笑梁笑琼琼琼琼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    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    ------------    ------------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217, 303,217, 303,217, 303,217, 303,    

503, 355503, 355503, 355503, 355    

210, 455,210, 455,210, 455,210, 45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6,106,106,106,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59, 369259, 369259, 369259, 369    

13, 474,13, 474,13, 474,13, 47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76,76,76,76,    

439439439439    

206, 324,206, 324,206, 324,206, 324,    

326,326,326,326,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6,86,86,86,    

40404040    

44, 133,44, 133,44, 133,44, 13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2,102,102,102,    

404404404404    

111144, 368,44, 368,44, 368,44, 36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3,23,23,23,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3,14663,14663,14663,146    

214,170,214,170,214,170,214,170,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54,54,54,54,    

62, 65),62, 65),62, 65),62, 65),    

161161161161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    
頌頌頌頌 132,132,132,132,佳佳佳佳 70,70,70,70,    

恩典之路恩典之路恩典之路恩典之路    
------------    

頌頌頌頌 132,132,132,132,佳佳佳佳 51515151,,,,    

恩典之路恩典之路恩典之路恩典之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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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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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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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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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黃黃黃                            詠詠詠詠                            琪琪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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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李李李                            銘銘銘銘                            生生生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