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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背起天天背起天天背起天天背起他他他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執筆之時執筆之時執筆之時執筆之時，，，，正值本港碼頭工人的工業行動已經踏入第十五天正值本港碼頭工人的工業行動已經踏入第十五天正值本港碼頭工人的工業行動已經踏入第十五天正值本港碼頭工人的工業行動已經踏入第十五天，，，，而勞資雙方也而勞資雙方也而勞資雙方也而勞資雙方也

初步展開了對話初步展開了對話初步展開了對話初步展開了對話。。。。到底到底到底到底，，，，事情將如何發展尚是未知之數事情將如何發展尚是未知之數事情將如何發展尚是未知之數事情將如何發展尚是未知之數，，，，但可以相信但可以相信但可以相信但可以相信，，，，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社會將進一步朝兩個相反的極端發展社會將進一步朝兩個相反的極端發展社會將進一步朝兩個相反的極端發展社會將進一步朝兩個相反的極端發展。。。。一個方向的發展一個方向的發展一個方向的發展一個方向的發展，，，，是隨着群眾運動的是隨着群眾運動的是隨着群眾運動的是隨着群眾運動的

經驗增加經驗增加經驗增加經驗增加，，，，有相近理念的群組取得更明顯的凝聚有相近理念的群組取得更明顯的凝聚有相近理念的群組取得更明顯的凝聚有相近理念的群組取得更明顯的凝聚（（（（例如工人不再如散沙般默例如工人不再如散沙般默例如工人不再如散沙般默例如工人不再如散沙般默

默忍受默忍受默忍受默忍受，，，，乃是集合在一起共同進退乃是集合在一起共同進退乃是集合在一起共同進退乃是集合在一起共同進退，，，，且藉工會的獻策及動員能力且藉工會的獻策及動員能力且藉工會的獻策及動員能力且藉工會的獻策及動員能力，，，，及媒體的及媒體的及媒體的及媒體的

廣泛報導廣泛報導廣泛報導廣泛報導，，，，得與社會上的普羅市民群組加以得與社會上的普羅市民群組加以得與社會上的普羅市民群組加以得與社會上的普羅市民群組加以結連結連結連結連）。）。）。）。而另一發展方向而另一發展方向而另一發展方向而另一發展方向，，，，則是則是則是則是

利害考慮或理念上各異的群組間的撕裂利害考慮或理念上各異的群組間的撕裂利害考慮或理念上各異的群組間的撕裂利害考慮或理念上各異的群組間的撕裂、、、、對抗也將進一步擴大和激化對抗也將進一步擴大和激化對抗也將進一步擴大和激化對抗也將進一步擴大和激化。。。。    

無獨有偶無獨有偶無獨有偶無獨有偶，，，，除了這件直接關乎民生的事件外除了這件直接關乎民生的事件外除了這件直接關乎民生的事件外除了這件直接關乎民生的事件外，，，，在另一個層次上在另一個層次上在另一個層次上在另一個層次上――――――――就是在有就是在有就是在有就是在有

關關關關 2017201720172017 年是否有年是否有年是否有年是否有「「「「合乎基本法合乎基本法合乎基本法合乎基本法」」」」所承諾的所承諾的所承諾的所承諾的「「「「普選普選普選普選」，」，」，」，乃至乃至乃至乃至「「「「佔領中環佔領中環佔領中環佔領中環」」」」是否是否是否是否

一個合情合理行動的爭辯上一個合情合理行動的爭辯上一個合情合理行動的爭辯上一個合情合理行動的爭辯上，，，，本港的不同群組存在着矛盾已不爭的事實本港的不同群組存在着矛盾已不爭的事實本港的不同群組存在着矛盾已不爭的事實本港的不同群組存在着矛盾已不爭的事實。。。。可可可可

以預見以預見以預見以預見，，，，類似以上兩件事情的富爭議性的事件將會接踵而來類似以上兩件事情的富爭議性的事件將會接踵而來類似以上兩件事情的富爭議性的事件將會接踵而來類似以上兩件事情的富爭議性的事件將會接踵而來――――――――標準工時立標準工時立標準工時立標準工時立

法法法法、、、、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諮詢等等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諮詢等等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諮詢等等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諮詢等等。。。。    

雖然雖然雖然雖然，，，，就工業行動及普選進程兩事件而言就工業行動及普選進程兩事件而言就工業行動及普選進程兩事件而言就工業行動及普選進程兩事件而言，，，，倘若我們停留在較高的理念層面倘若我們停留在較高的理念層面倘若我們停留在較高的理念層面倘若我們停留在較高的理念層面

去想去想去想去想――――――――工人得着勞碌後當得的回報工人得着勞碌後當得的回報工人得着勞碌後當得的回報工人得着勞碌後當得的回報、、、、市民能真正透過手中市民能真正透過手中市民能真正透過手中市民能真正透過手中選票發揮對所屬選票發揮對所屬選票發揮對所屬選票發揮對所屬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其中政策的影響力其中政策的影響力其中政策的影響力其中政策的影響力，，，，這些理想都不該受到什麽質疑這些理想都不該受到什麽質疑這些理想都不該受到什麽質疑這些理想都不該受到什麽質疑。。。。只是只是只是只是，，，，當如此一當如此一當如此一當如此一

個個個個「「「「理想理想理想理想」」」」未能立即並全面地實踐出來未能立即並全面地實踐出來未能立即並全面地實踐出來未能立即並全面地實踐出來，，，，而這而這而這而這「「「「理想理想理想理想」」」」的逼切性又並非是人的逼切性又並非是人的逼切性又並非是人的逼切性又並非是人

人都一致認同人都一致認同人都一致認同人都一致認同，，，，則難免大大擴闊了在討論中的灰色空間則難免大大擴闊了在討論中的灰色空間則難免大大擴闊了在討論中的灰色空間則難免大大擴闊了在討論中的灰色空間。。。。    

筆者並非社會學者筆者並非社會學者筆者並非社會學者筆者並非社會學者，，，，自然不能在上述事件中有什麽精闢獨到的見解自然不能在上述事件中有什麽精闢獨到的見解自然不能在上述事件中有什麽精闢獨到的見解自然不能在上述事件中有什麽精闢獨到的見解。。。。只是只是只是只是，，，，

在上述兩事中在上述兩事中在上述兩事中在上述兩事中，，，，都有基督徒領袖高調地參與都有基督徒領袖高調地參與都有基督徒領袖高調地參與都有基督徒領袖高調地參與（（（（在佔領中環行動中在佔領中環行動中在佔領中環行動中在佔領中環行動中，，，，有牧者扮有牧者扮有牧者扮有牧者扮

演着核心成員的角色演着核心成員的角色演着核心成員的角色演着核心成員的角色，，，，而在碼頭工運裡而在碼頭工運裡而在碼頭工運裡而在碼頭工運裡，，，，也有傳道人穿着牧師禮袍到場聲也有傳道人穿着牧師禮袍到場聲也有傳道人穿着牧師禮袍到場聲也有傳道人穿着牧師禮袍到場聲

援援援援），），），），這情況反促使筆者嘗試從基督徒關懷社會的角度這情況反促使筆者嘗試從基督徒關懷社會的角度這情況反促使筆者嘗試從基督徒關懷社會的角度這情況反促使筆者嘗試從基督徒關懷社會的角度，，，，作出一點反思作出一點反思作出一點反思作出一點反思。。。。    

在本會的相關指引文件中在本會的相關指引文件中在本會的相關指引文件中在本會的相關指引文件中，，，，有對教牧同工切切的提醒有對教牧同工切切的提醒有對教牧同工切切的提醒有對教牧同工切切的提醒――――――――教教教教牧理當緊記上帝牧理當緊記上帝牧理當緊記上帝牧理當緊記上帝

託付的職份託付的職份託付的職份託付的職份，，，，並以履行服侍聖道的職責為首要並以履行服侍聖道的職責為首要並以履行服侍聖道的職責為首要並以履行服侍聖道的職責為首要；；；；但對信徒關懷社會上有需要但對信徒關懷社會上有需要但對信徒關懷社會上有需要但對信徒關懷社會上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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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的個人的個人的個人、、、、群組則是相當肯定的群組則是相當肯定的群組則是相當肯定的群組則是相當肯定的！！！！然而然而然而然而，，，，我們並不認為上帝要教會甚或信徒以我們並不認為上帝要教會甚或信徒以我們並不認為上帝要教會甚或信徒以我們並不認為上帝要教會甚或信徒以

凌駕性的姿態去凌駕性的姿態去凌駕性的姿態去凌駕性的姿態去「「「「進佔進佔進佔進佔」」」」世界的範圍世界的範圍世界的範圍世界的範圍。。。。上帝當然是教會和世界的主上帝當然是教會和世界的主上帝當然是教會和世界的主上帝當然是教會和世界的主，，，，但祂賦但祂賦但祂賦但祂賦

予兩者各自的範疇和權責予兩者各自的範疇和權責予兩者各自的範疇和權責予兩者各自的範疇和權責；；；；兩者既是不容割裂兩者既是不容割裂兩者既是不容割裂兩者既是不容割裂，，，，但也不能混淆不清但也不能混淆不清但也不能混淆不清但也不能混淆不清。。。。    

我們實在期望我們實在期望我們實在期望我們實在期望，，，，也教導信徒在實踐關愛鄰舍的行動時也教導信徒在實踐關愛鄰舍的行動時也教導信徒在實踐關愛鄰舍的行動時也教導信徒在實踐關愛鄰舍的行動時，，，，並非依從個人的熱並非依從個人的熱並非依從個人的熱並非依從個人的熱

心心心心、、、、使命感使命感使命感使命感，，，，而是遵照上帝透過聖經所啓示的真理而行而是遵照上帝透過聖經所啓示的真理而行而是遵照上帝透過聖經所啓示的真理而行而是遵照上帝透過聖經所啓示的真理而行。。。。正如使徒彼得所作正如使徒彼得所作正如使徒彼得所作正如使徒彼得所作

的見證的見證的見證的見證，「，「，「，「順從上帝優先於順從人順從上帝優先於順從人順從上帝優先於順從人順從上帝優先於順從人」（」（」（」（意思詮釋自徒意思詮釋自徒意思詮釋自徒意思詮釋自徒 4:194:194:194:19），），），），這應是信徒在每這應是信徒在每這應是信徒在每這應是信徒在每

件事情件事情件事情件事情、、、、每個大小環節上所取的態度每個大小環節上所取的態度每個大小環節上所取的態度每個大小環節上所取的態度。。。。    

只是只是只是只是，，，，現今的社會議題是複雜多變的現今的社會議題是複雜多變的現今的社會議題是複雜多變的現今的社會議題是複雜多變的，，，，所牽涉的群組又各自有其或現或隱的所牽涉的群組又各自有其或現或隱的所牽涉的群組又各自有其或現或隱的所牽涉的群組又各自有其或現或隱的

盤算盤算盤算盤算，，，，甚至在其周遭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在角力甚至在其周遭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在角力甚至在其周遭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在角力甚至在其周遭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在角力。。。。信徒想要理清事情的信徒想要理清事情的信徒想要理清事情的信徒想要理清事情的「「「「真真真真

相相相相」，」，」，」，抓住當中具決定性的道德考量抓住當中具決定性的道德考量抓住當中具決定性的道德考量抓住當中具決定性的道德考量，，，，已非容易已非容易已非容易已非容易，，，，要明白上帝在某事上的心要明白上帝在某事上的心要明白上帝在某事上的心要明白上帝在某事上的心

意意意意，，，，按真理按真理按真理按真理「「「「適度而行適度而行適度而行適度而行」，」，」，」，更是艱難更是艱難更是艱難更是艱難。。。。    

這世代要求我們快快的表態這世代要求我們快快的表態這世代要求我們快快的表態這世代要求我們快快的表態，，，，社會社會社會社會、、、、鄰舍要求我們急促的回應鄰舍要求我們急促的回應鄰舍要求我們急促的回應鄰舍要求我們急促的回應！！！！這時候這時候這時候這時候，，，，高高高高

舉一舉一舉一舉一、、、、兩節聖經金句兩節聖經金句兩節聖經金句兩節聖經金句，，，，然後說服自己在實踐真理然後說服自己在實踐真理然後說服自己在實踐真理然後說服自己在實踐真理，，，，要比起殷勤地尋求上帝在要比起殷勤地尋求上帝在要比起殷勤地尋求上帝在要比起殷勤地尋求上帝在

整部聖經中所呈現的全幅圖畫整部聖經中所呈現的全幅圖畫整部聖經中所呈現的全幅圖畫整部聖經中所呈現的全幅圖畫，，，，容易和愉快得多容易和愉快得多容易和愉快得多容易和愉快得多；；；；跟在某人的背後跟在某人的背後跟在某人的背後跟在某人的背後，，，，搖旗吶搖旗吶搖旗吶搖旗吶

喊振振聲勢喊振振聲勢喊振振聲勢喊振振聲勢，，，，也要比起跟隨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啓示的上帝也要比起跟隨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啓示的上帝也要比起跟隨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啓示的上帝也要比起跟隨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啓示的上帝，，，，來得更加具來得更加具來得更加具來得更加具

體體體體，，，，也更叫人也更叫人也更叫人也更叫人「「「「自自自自豪豪豪豪」！」！」！」！    

如此如此如此如此，，，，筆者是要鼓勵信徒躲在教會的四壁中平安渡日嗎筆者是要鼓勵信徒躲在教會的四壁中平安渡日嗎筆者是要鼓勵信徒躲在教會的四壁中平安渡日嗎筆者是要鼓勵信徒躲在教會的四壁中平安渡日嗎？？？？當然不是當然不是當然不是當然不是！！！！是只想是只想是只想是只想

要要要要「「「「河蟹河蟹河蟹河蟹」」」」嗎嗎嗎嗎？？？？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可是可是可是可是，，，，倘若我們不肯花上時間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倘若我們不肯花上時間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倘若我們不肯花上時間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倘若我們不肯花上時間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更嚴重的是更嚴重的是更嚴重的是更嚴重的是））））不願付出代價去認真地明白為上帝作見證的聖經不願付出代價去認真地明白為上帝作見證的聖經不願付出代價去認真地明白為上帝作見證的聖經不願付出代價去認真地明白為上帝作見證的聖經，，，，不謙卑下不謙卑下不謙卑下不謙卑下

來禱告來禱告來禱告來禱告，，，，則無論我們採取些什麽行動則無論我們採取些什麽行動則無論我們採取些什麽行動則無論我們採取些什麽行動，，，，也都只是進入了寛門也都只是進入了寛門也都只是進入了寛門也都只是進入了寛門，，，，走上了大路走上了大路走上了大路走上了大路，，，，

始終未有背起十字架跟從主始終未有背起十字架跟從主始終未有背起十字架跟從主始終未有背起十字架跟從主。。。。主耶穌對跟從祂的人說主耶穌對跟從祂的人說主耶穌對跟從祂的人說主耶穌對跟從祂的人說，「，「，「，「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鹽…………

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是世上的光…………」。」。」。」。倘若我們出於怠惰倘若我們出於怠惰倘若我們出於怠惰倘若我們出於怠惰，，，，而為社群帶來而為社群帶來而為社群帶來而為社群帶來「「「「原可避免原可避免原可避免原可避免」」」」的撕的撕的撕的撕

裂裂裂裂，，，，這絶不是鹽和光的應有作用這絶不是鹽和光的應有作用這絶不是鹽和光的應有作用這絶不是鹽和光的應有作用！！！！        

誠然誠然誠然誠然，，，，作為有相當限制的人作為有相當限制的人作為有相當限制的人作為有相當限制的人，，，，我們永不能掌握所有真相我們永不能掌握所有真相我們永不能掌握所有真相我們永不能掌握所有真相，，，，也不能自大地期望也不能自大地期望也不能自大地期望也不能自大地期望

自己會明自己會明自己會明自己會明白所有真理白所有真理白所有真理白所有真理，，，，然後才向前走一小步然後才向前走一小步然後才向前走一小步然後才向前走一小步，，，，所以我們永遠有可能在回望所以我們永遠有可能在回望所以我們永遠有可能在回望所以我們永遠有可能在回望

時時時時，，，，發現曾採取的立場有錯誤或不足發現曾採取的立場有錯誤或不足發現曾採取的立場有錯誤或不足發現曾採取的立場有錯誤或不足，，，，會會會會「「「「燒鬚燒鬚燒鬚燒鬚」，」，」，」，求主憐憫求主憐憫求主憐憫求主憐憫！！！！畢竟畢竟畢竟畢竟，，，，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乃在於我們會否謙卑地承認自己的不足乃在於我們會否謙卑地承認自己的不足乃在於我們會否謙卑地承認自己的不足乃在於我們會否謙卑地承認自己的不足，，，，然後仰望上帝的幫助然後仰望上帝的幫助然後仰望上帝的幫助然後仰望上帝的幫助，，，，再次努力再次努力再次努力再次努力。。。。    

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自己走在前綫自己走在前綫自己走在前綫自己走在前綫」」」」是忍辱負重是忍辱負重是忍辱負重是忍辱負重，，，，也有人看也有人看也有人看也有人看「「「「自己默默耕耘自己默默耕耘自己默默耕耘自己默默耕耘」」」」是忍辱負是忍辱負是忍辱負是忍辱負

重重重重（（（（當然是另類的辱當然是另類的辱當然是另類的辱當然是另類的辱、、、、另一面的重另一面的重另一面的重另一面的重），），），），哪一種都不打緊哪一種都不打緊哪一種都不打緊哪一種都不打緊；；；；要緊的是要緊的是要緊的是要緊的是「「「「背起自背起自背起自背起自

己的十字架跟從主己的十字架跟從主己的十字架跟從主己的十字架跟從主」。「」。「」。「」。「慎思明辨慎思明辨慎思明辨慎思明辨、、、、深思熟慮深思熟慮深思熟慮深思熟慮」」」」是要我們慢下來是要我們慢下來是要我們慢下來是要我們慢下來，「，「，「，「讀經讀經讀經讀經、、、、安安安安

靜靜靜靜、、、、禱告禱告禱告禱告」」」」要這個要這個要這個要這個「「「「自我自我自我自我」」」」被放下來被放下來被放下來被放下來，，，，對現代人來說對現代人來說對現代人來說對現代人來說，，，，這些都是這些都是這些都是這些都是「「「「苦差苦差苦差苦差」！」！」！」！

畢竟畢竟畢竟畢竟，「，「，「，「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向來都是沉重的向來都是沉重的向來都是沉重的向來都是沉重的、、、、羞辱的羞辱的羞辱的羞辱的，「，「，「，「背起十字架走背起十字架走背起十字架走背起十字架走」」」」的路的路的路的路，，，，也都是也都是也都是也都是

崎嶇的崎嶇的崎嶇的崎嶇的！！！！倘若我們真的未能背起十字架倘若我們真的未能背起十字架倘若我們真的未能背起十字架倘若我們真的未能背起十字架，，，，起碼也請高抬貴手起碼也請高抬貴手起碼也請高抬貴手起碼也請高抬貴手，，，，不要隨便按下不要隨便按下不要隨便按下不要隨便按下

網絡上那個網絡上那個網絡上那個網絡上那個「「「「LikeLikeLikeLike」」」」鍵鍵鍵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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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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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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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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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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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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2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9 人人人人；；；；外會外會外會外會

會友為會友為會友為會友為 14 人人人人。。。。 

2. 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5 月月月月 12 日日日日之主日崇拜定為之主日崇拜定為之主日崇拜定為之主日崇拜定為「「「「孝親主日孝親主日孝親主日孝親主日」，」，」，」，請肢體邀請家人出席請肢體邀請家人出席請肢體邀請家人出席請肢體邀請家人出席，，，，並為禮儀並為禮儀並為禮儀並為禮儀

小組編排整個程序及內容代禱小組編排整個程序及內容代禱小組編排整個程序及內容代禱小組編排整個程序及內容代禱。。。。  

3.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之傳道部及團契部將於之傳道部及團契部將於之傳道部及團契部將於之傳道部及團契部將於 6 月月月月 22 日合辦日合辦日合辦日合辦「「「「青年佈道會青年佈道會青年佈道會青年佈道會」，」，」，」，時間為下時間為下時間為下時間為下午午午午 4:00 – 

6:00，，，，地點在本堂六樓禮堂地點在本堂六樓禮堂地點在本堂六樓禮堂地點在本堂六樓禮堂。。。。內容有詩內容有詩內容有詩內容有詩歌歌歌歌、、、、遊戲遊戲遊戲遊戲、、、、黙劇黙劇黙劇黙劇、、、、見證及信息分享等見證及信息分享等見證及信息分享等見證及信息分享等，，，，對對對對

象為高中至初出社會工作的青年人象為高中至初出社會工作的青年人象為高中至初出社會工作的青年人象為高中至初出社會工作的青年人，，，，人數約人數約人數約人數約 30 - 40 位位位位。。。。現正物色黙現正物色黙現正物色黙現正物色黙劇劇劇劇演員演員演員演員，，，，請請請請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4. 本堂主日學部將於本堂主日學部將於本堂主日學部將於本堂主日學部將於 7 月月月月 15 - 17 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時間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間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間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間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

時時時時，，，，地點在本堂地點在本堂地點在本堂地點在本堂，，，，對象為禾信學生及本堂教友子女對象為禾信學生及本堂教友子女對象為禾信學生及本堂教友子女對象為禾信學生及本堂教友子女，，，，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30 名名名名。。。。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00 (包包包包

括課本資料括課本資料括課本資料括課本資料、、、、手工費用手工費用手工費用手工費用、、、、膳食膳食膳食膳食)，，，，報名日期為報名日期為報名日期為報名日期為 4 月月月月 15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6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先到先得先到先得先到先得先到先得，，，，

以交費作準以交費作準以交費作準以交費作準。。。。 

5. 本本本本會大眾傳播部舉行會大眾傳播部舉行會大眾傳播部舉行會大眾傳播部舉行「「「「出版特攻出版特攻出版特攻出版特攻」」」」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目的為本會及本堂培養出版及文字事工目的為本會及本堂培養出版及文字事工目的為本會及本堂培養出版及文字事工目的為本會及本堂培養出版及文字事工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日期為日期為日期為日期為 5 月月月月 23、、、、30 日日日日、、、、6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6 月月月月 10-26 日日日日、、、、6 月月月月 27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7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

時間為時間為時間為時間為 7:30 – 9:00pm，，，，地點為本會馬氏紀念禮拜堂地點為本會馬氏紀念禮拜堂地點為本會馬氏紀念禮拜堂地點為本會馬氏紀念禮拜堂，，，，對象為本會對象為本會對象為本會對象為本會 16 - 25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

具高中或以上學歷具高中或以上學歷具高中或以上學歷具高中或以上學歷，，，，費用費用費用費用$200，，，，出席達出席達出席達出席達 80%或以上者或以上者或以上者或以上者，，，，獲全數退回獲全數退回獲全數退回獲全數退回。。。。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為為為為 5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8 – 10 名名名名。。。。詳情可向幹事查詢詳情可向幹事查詢詳情可向幹事查詢詳情可向幹事查詢。。。。 

6. 本會青少年部將於本會青少年部將於本會青少年部將於本會青少年部將於 8 月月月月 6 - 9 日假北潭涌渡假村舉行日假北潭涌渡假村舉行日假北潭涌渡假村舉行日假北潭涌渡假村舉行「「「「青少年營會青少年營會青少年營會青少年營會」，」，」，」，對象為對象為對象為對象為 12 – 

17 歲青少年歲青少年歲青少年歲青少年，，，，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80 人人人人，，，，費用費用費用費用：：：：6 月月月月 25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500、、、、6 月月月月 26 日後日後日後日後$600、、、、綜援戶綜援戶綜援戶綜援戶

半費半費半費半費(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10 位位位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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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請鼓勵及津助肢體參加請鼓勵及津助肢體參加請鼓勵及津助肢體參加請鼓勵及津助肢體參加。。。。 

7. 本會青少年營會本會青少年營會本會青少年營會本會青少年營會(8 月月月月 6 - 9 日日日日)需導師需導師需導師需導師 11 名名名名，，，，資格為中六或以資格為中六或以資格為中六或以資格為中六或以上已受洗教友上已受洗教友上已受洗教友上已受洗教友，，，，受受受受

訓日期為訓日期為訓日期為訓日期為 8 月月月月 4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6 日日日日，，，，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5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有心志者請與吳有心志者請與吳有心志者請與吳有心志者請與吳

牧師聯絡牧師聯絡牧師聯絡牧師聯絡。。。。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畢森伯伯早前跌倒以畢森伯伯早前跌倒以畢森伯伯早前跌倒以畢森伯伯早前跌倒以致致致致骨裂骨裂骨裂骨裂，，，，已做手術已做手術已做手術已做手術；；；；他將於他將於他將於他將於 4 月月月月 18 日做聲帶息肉割除手術日做聲帶息肉割除手術日做聲帶息肉割除手術日做聲帶息肉割除手術，，，，

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2. 譚淑婷姊妹因健康緣故譚淑婷姊妹因健康緣故譚淑婷姊妹因健康緣故譚淑婷姊妹因健康緣故，，，，需暫時休學調理身體需暫時休學調理身體需暫時休學調理身體需暫時休學調理身體，，，，請代請代請代請代禱禱禱禱。。。。並為譚生並為譚生並為譚生並為譚生、、、、譚太及妹譚太及妹譚太及妹譚太及妹

妹柳華代禱妹柳華代禱妹柳華代禱妹柳華代禱。。。。 

3. 謝詩淇姊妹之胞妹謝詩欣姊妹於謝詩淇姊妹之胞妹謝詩欣姊妹於謝詩淇姊妹之胞妹謝詩欣姊妹於謝詩淇姊妹之胞妹謝詩欣姊妹於 4 月月月月 6 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4 月月月月 21 日晚將舉行守夜祈日晚將舉行守夜祈日晚將舉行守夜祈日晚將舉行守夜祈

禱禱禱禱，，，，4 月月月月 22 日早上舉行安息禮拜日早上舉行安息禮拜日早上舉行安息禮拜日早上舉行安息禮拜，，，，地點於紅磡地點於紅磡地點於紅磡地點於紅磡世界殯儀館世界殯儀館世界殯儀館世界殯儀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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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吳牧師早前因肺炎入院吳牧師早前因肺炎入院吳牧師早前因肺炎入院吳牧師早前因肺炎入院，，，，現正康復中現正康復中現正康復中現正康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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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牧師及朱教師亦曾傷風方牧師及朱教師亦曾傷風方牧師及朱教師亦曾傷風方牧師及朱教師亦曾傷風、、、、感冒感冒感冒感冒、、、、咳嗽咳嗽咳嗽咳嗽，，，，請記念各同工之身體健康請記念各同工之身體健康請記念各同工之身體健康請記念各同工之身體健康。。。。 

6. 彭雅頌姊妹已於彭雅頌姊妹已於彭雅頌姊妹已於彭雅頌姊妹已於 3 月月月月 28 日順利誕下小兒子日順利誕下小兒子日順利誕下小兒子日順利誕下小兒子，，，，重重重重 7.5 磅磅磅磅，，，，母子平安母子平安母子平安母子平安，，，，本堂恭賀范本堂恭賀范本堂恭賀范本堂恭賀范

振毅及彭雅頌榮升第二任父母親振毅及彭雅頌榮升第二任父母親振毅及彭雅頌榮升第二任父母親振毅及彭雅頌榮升第二任父母親。。。。 

7. 曾蓮珠婆婆曾跌倒兩次曾蓮珠婆婆曾跌倒兩次曾蓮珠婆婆曾跌倒兩次曾蓮珠婆婆曾跌倒兩次，，，，其中一次需住院其中一次需住院其中一次需住院其中一次需住院，，，，現康復中現康復中現康復中現康復中。。。。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記念記念記念記念世界和平世界和平世界和平世界和平，，，，特別北韓與南韓特別北韓與南韓特別北韓與南韓特別北韓與南韓、、、、日本日本日本日本、、、、美國之緊張局勢美國之緊張局勢美國之緊張局勢美國之緊張局勢。。。。 

2. 為為為為本港貨櫃碼頭工人罷工本港貨櫃碼頭工人罷工本港貨櫃碼頭工人罷工本港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勞資關係代禱勞資關係代禱勞資關係代禱勞資關係代禱。。。。 

3. 為為為為本港因普選問題而醞釀之本港因普選問題而醞釀之本港因普選問題而醞釀之本港因普選問題而醞釀之「「「「佔領中環佔領中環佔領中環佔領中環」」」」行動所帶來的爭拗行動所帶來的爭拗行動所帶來的爭拗行動所帶來的爭拗、、、、辯論辯論辯論辯論，，，，影響民生影響民生影響民生影響民生

及政局代及政局代及政局代及政局代禱禱禱禱。。。。並為國內並為國內並為國內並為國內 H7N9 疫情代禱疫情代禱疫情代禱疫情代禱。。。。 

4. 為本堂身體軟弱肢體為本堂身體軟弱肢體為本堂身體軟弱肢體為本堂身體軟弱肢體、、、、教牧同工康復代禱教牧同工康復代禱教牧同工康復代禱教牧同工康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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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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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全體事奉全體事奉全體事奉全體事奉人員訓練人員訓練人員訓練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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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六六六六)     信神百周年聖樂感恩崇拜信神百周年聖樂感恩崇拜信神百周年聖樂感恩崇拜信神百周年聖樂感恩崇拜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 

21(日日日日)     詩班指揮司琴集思會詩班指揮司琴集思會詩班指揮司琴集思會詩班指揮司琴集思會    詩班指揮詩班指揮詩班指揮詩班指揮、、、、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7(六六六六)     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    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28(日日日日)     讀經員訓練讀經員訓練讀經員訓練讀經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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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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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委常委常委常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五五五五

月月月月 

01(三三三三)     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06(一一一一)     「「「「從聖經學做人從聖經學做人從聖經學做人從聖經學做人」」」」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一一一一))))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婦聯婦聯婦聯婦聯 

06(一一一一)     崇拜主禮訓練班崇拜主禮訓練班崇拜主禮訓練班崇拜主禮訓練班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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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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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日日日)     孝親主日孝親主日孝親主日孝親主日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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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一一一一)     「「「「從聖經學做人從聖經學做人從聖經學做人從聖經學做人」」」」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二二二二))))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婦聯婦聯婦聯婦聯 

13(一一一一)     崇拜主禮訓練班崇拜主禮訓練班崇拜主禮訓練班崇拜主禮訓練班    ((((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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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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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20(一一一一)     「「「「從聖經學做人從聖經學做人從聖經學做人從聖經學做人」」」」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三三三三))))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婦聯婦聯婦聯婦聯 

20(一一一一)     崇拜主禮訓練班崇拜主禮訓練班崇拜主禮訓練班崇拜主禮訓練班    ((((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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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     教牧同工進修營教牧同工進修營教牧同工進修營教牧同工進修營    本會教牧同工本會教牧同工本會教牧同工本會教牧同工 傳道牧傳道牧傳道牧傳道牧養部養部養部養部 

26(日日日日)     「「「「信徒箴言信徒箴言信徒箴言信徒箴言」」」」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 

26(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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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一一一一)     「「「「從聖經學做人從聖經學做人從聖經學做人從聖經學做人」」」」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四四四四))))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婦聯婦聯婦聯婦聯 

27(一一一一)     崇拜主禮訓練班崇拜主禮訓練班崇拜主禮訓練班崇拜主禮訓練班    ((((四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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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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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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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多個教會不分宗派聯合一起多個教會不分宗派聯合一起多個教會不分宗派聯合一起多個教會不分宗派聯合一起，，，，上月底在東北烏汶舉行了一連三晚的大型佈道聚會上月底在東北烏汶舉行了一連三晚的大型佈道聚會上月底在東北烏汶舉行了一連三晚的大型佈道聚會上月底在東北烏汶舉行了一連三晚的大型佈道聚會，，，，

有萬多人參加有萬多人參加有萬多人參加有萬多人參加，，，，求主堅固初信者的信心及教會的跟進栽培求主堅固初信者的信心及教會的跟進栽培求主堅固初信者的信心及教會的跟進栽培求主堅固初信者的信心及教會的跟進栽培。。。。 

2. 泰國候任宣教士兆麟弟兄泰國候任宣教士兆麟弟兄泰國候任宣教士兆麟弟兄泰國候任宣教士兆麟弟兄現正在堂會學習牧養服事現正在堂會學習牧養服事現正在堂會學習牧養服事現正在堂會學習牧養服事，，，，同時正在神學院修讀課程同時正在神學院修讀課程同時正在神學院修讀課程同時正在神學院修讀課程，，，，面面面面

對各項新挑戰對各項新挑戰對各項新挑戰對各項新挑戰，，，，他感到壓力並身體不適他感到壓力並身體不適他感到壓力並身體不適他感到壓力並身體不適，，，，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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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期間舉行聚會復活節期間舉行聚會復活節期間舉行聚會復活節期間舉行聚會，，，，接觸不同階層的朋友接觸不同階層的朋友接觸不同階層的朋友接觸不同階層的朋友，，，，求主讓福音種子在人心中發芽求主讓福音種子在人心中發芽求主讓福音種子在人心中發芽求主讓福音種子在人心中發芽。。。。 

2.  求主幫助中心的團隊有智慧求主幫助中心的團隊有智慧求主幫助中心的團隊有智慧求主幫助中心的團隊有智慧，，，，懂得如何跟進剛接觸福音的新朋友懂得如何跟進剛接觸福音的新朋友懂得如何跟進剛接觸福音的新朋友懂得如何跟進剛接觸福音的新朋友。。。。 

3.    3-7/4 陳慧玲牧師陳慧玲牧師陳慧玲牧師陳慧玲牧師、、、、戴浩輝牧師及戴浩輝牧師及戴浩輝牧師及戴浩輝牧師及 Rithy 傳道將出席金邊傳道將出席金邊傳道將出席金邊傳道將出席金邊 - 信義宗湄公河會議信義宗湄公河會議信義宗湄公河會議信義宗湄公河會議。。。。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曾國輝牧師夫婦已返回斐濟曾國輝牧師夫婦已返回斐濟曾國輝牧師夫婦已返回斐濟曾國輝牧師夫婦已返回斐濟，，，，願主繼續帶領他們進入第四期的事奉願主繼續帶領他們進入第四期的事奉願主繼續帶領他們進入第四期的事奉願主繼續帶領他們進入第四期的事奉。。。。 

2. 為斐濟華人教會會友的成長禱告為斐濟華人教會會友的成長禱告為斐濟華人教會會友的成長禱告為斐濟華人教會會友的成長禱告，，，，盼望他們多接受裝備盼望他們多接受裝備盼望他們多接受裝備盼望他們多接受裝備，，，，成為受託的一群成為受託的一群成為受託的一群成為受託的一群，，，，承擔教承擔教承擔教承擔教

會使命會使命會使命會使命。。。。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 陳慧玲牧師父親陳灼弟兄在陳慧玲牧師父親陳灼弟兄在陳慧玲牧師父親陳灼弟兄在陳慧玲牧師父親陳灼弟兄在 3 月月月月 26 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求主親自安慰牧師一家求主親自安慰牧師一家求主親自安慰牧師一家求主親自安慰牧師一家。。。。 

2. 為本堂六月份差傳雙週及為本堂六月份差傳雙週及為本堂六月份差傳雙週及為本堂六月份差傳雙週及 6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青年佈道會青年佈道會青年佈道會青年佈道會」」」」籌備代禱籌備代禱籌備代禱籌備代禱，，，，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您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您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您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您

的參予的參予的參予的參予！！！！ 

 

 

 

暑期短宣體驗團暑期短宣體驗團暑期短宣體驗團暑期短宣體驗團 

 
1.  21/7 – 29/7 泰國九天佈道泰國九天佈道泰國九天佈道泰國九天佈道、、、、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2.  3/8 – 9/8 柬埔寨七天音樂英文教學佈道柬埔寨七天音樂英文教學佈道柬埔寨七天音樂英文教學佈道柬埔寨七天音樂英文教學佈道 

3.  18/12 – 23/12 柬埔寨六天聖誔短宣柬埔寨六天聖誔短宣柬埔寨六天聖誔短宣柬埔寨六天聖誔短宣 

快要截止快要截止快要截止快要截止，，，，把握機會把握機會把握機會把握機會！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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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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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週週週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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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83 76 83 76 79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6 30 23 25 --- 26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79 --- 8 --- --- 44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13 17 13 10 7 12 

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 4 5 4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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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0 10 6 9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23 9 17 9 --- 15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10 11 7 7 --- 9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5 1 3 5 --- 4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9 13 14 14 --- 13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2 8 --- 14 --- 8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28 52 43 46 --- 42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3 10 14 --- --- 12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7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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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星星期一期一期一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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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4 
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陳少珍 

3/4 4/4 5/4 6/4 

7/4 8/4 9/4 10/4 11/4 12/4 13/4 

14/4 

譚順保譚順保譚順保譚順保 

15/4 16/4 17/4 
陳家群陳家群陳家群陳家群 

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 

18/4 19/4 
廖淑英廖淑英廖淑英廖淑英 

20/4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陳少梅陳少梅陳少梅陳少梅 

21/4 
鄺翠霞鄺翠霞鄺翠霞鄺翠霞 

22/4 
陳妙馨陳妙馨陳妙馨陳妙馨 

23/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24/4 25/4 26/4 
黃黃黃黃  仙仙仙仙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27/4 

28/4 29/4 
 

30/4 1/5 2/5 
*張張張張  海海海海 

3/5 4/5 

5/5 6/5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周佩君周佩君周佩君周佩君 

7/5 8/5 9/5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10/5 11/5 
鍾麗珠鍾麗珠鍾麗珠鍾麗珠 

12/5 13/5 14/5 15/5 16/5 17/5 18/5 

*蔡芊庭蔡芊庭蔡芊庭蔡芊庭 

19/5 20/5 21/5 
*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 

22/5 
陳二女陳二女陳二女陳二女 

23/5 24/5 
*李以琳李以琳李以琳李以琳 

25/5 

26/5 27/5 28/5 29/5 
黃十妹黃十妹黃十妹黃十妹 

30/5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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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四四四四月至月至月至月至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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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20/4 27/4 4/5 11/5 18/5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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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體壇健將體壇健將體壇健將體壇健將 心靈故事心靈故事心靈故事心靈故事 
創意創意創意創意 

小小廚小小廚小小廚小小廚 

聖經好看聖經好看聖經好看聖經好看

好懂好懂好懂好懂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Fit 一一一一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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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己知彼知己知彼知己知彼知己知彼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烹飪比賽烹飪比賽烹飪比賽烹飪比賽 齊吃靈奶齊吃靈奶齊吃靈奶齊吃靈奶 我是誰我是誰我是誰我是誰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我為你禱我為你禱我為你禱我為你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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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康體活動康體活動康體活動康體活動 

打造學習打造學習打造學習打造學習

的黃金三的黃金三的黃金三的黃金三

角角角角 

探探探探 訪訪訪訪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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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團契部會團契部會團契部會團契部會 運動週運動週運動週運動週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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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2/4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9/4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8/4 日日日日)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0/5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7/5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6/5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4 24/4 1/5 8/5 15/5 22/5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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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溫習週溫習週溫習週溫習週 休會休會休會休會 

耶穌論耶穌論耶穌論耶穌論

仇恨仇恨仇恨仇恨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聖經中聖經中聖經中聖經中

的食物的食物的食物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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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21/4 28/4 5/5 12/5 19/5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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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美勞週美勞週美勞週美勞週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週週週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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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港官員本港官員本港官員本港官員

盡職及廉盡職及廉盡職及廉盡職及廉

潔潔潔潔、、、、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和諧和諧和諧和諧 

--- 

香港信義香港信義香港信義香港信義

會會會會(會務會務會務會務/教教教教

牧牧牧牧/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監督帶監督帶監督帶監督帶

領領領領、、、、總辦教總辦教總辦教總辦教

牧及職工牧及職工牧及職工牧及職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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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四四四四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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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21/4 28/4 5/5 12/5 19/5 26/5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七主日第七主日第七主日第七主日    

((((白白白白))))    

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紅紅紅紅))))    

三一主日三一主日三一主日三一主日    

    

((((白白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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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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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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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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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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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智牧師黃永智牧師黃永智牧師黃永智牧師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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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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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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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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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徒徒徒徒 9: 1 - 20 

啟啟啟啟 5: 11 - 14 

約約約約 21: 1 - 19 

徒徒徒徒 9: 36 -43 

啟啟啟啟 7: 9 - 17 

約約約約 10: 22-30 

徒徒徒徒 11: 1 -18 

西西西西 3: 1 - 4 

約約約約 13: 31-35 

徒徒徒徒 16: 9 -15 

啟啟啟啟 21: 10、、、、 

22 – 22 : 5 

約約約約 14: 23- 29 

徒徒徒徒 16: 16 – 34 

啟啟啟啟 22: 12 -14、、、、

16-17、、、、20-21 

約約約約 17: 20 - 26 

徒徒徒徒 2 : 1 - 21 

羅羅羅羅 8: 14 – 17 

約約約約 14: 8 -17、、、、 

25 - 27 

箴箴箴箴 8: 1 - 4、、、、 

22 - 31 

羅羅羅羅 5 : 1 – 5 

約約約約 16: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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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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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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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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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魏魏魏魏書如書如書如書如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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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166, 326,166, 326,166, 326,166, 32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8,118,118,118,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1, 365261, 365261, 365261, 365    

165, 165, 165, 16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22,122,122,122,    

359, 367359, 367359, 367359, 367    

165, 217,165, 217,165, 217,165, 21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7878787,,,,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5,36765,36765,36765,367    

208, 208, 208, 20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23,123,123,12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8,108,108,108,    

456456456456    

334, 531,334, 531,334, 531,334, 53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46,46,46,46,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5, 492265, 492265, 492265, 49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1,31,31,31,    

178, 435,178, 435,178, 435,178, 435,    

22422422422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6,36,36,3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4, 84, 84, 84,     

452, 452, 452, 452,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1, 22261, 22261, 22261, 227777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佳佳佳佳 29 29 29 29 佳佳佳佳 62626262    

佳佳佳佳    7777    
------------    

佳佳佳佳 5 5 5 5 佳佳佳佳 55555555    

耶穌愛你耶穌愛你耶穌愛你耶穌愛你    
------------    

我主耶穌是生命源我主耶穌是生命源我主耶穌是生命源我主耶穌是生命源    

佳佳佳佳 66 66 66 66 耶穌愛你耶穌愛你耶穌愛你耶穌愛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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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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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朱朱朱朱                            婉婉婉婉                            婷婷婷婷    何何何何                        俊俊俊俊                        威威威威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梁梁梁梁                            健健健健                            華華華華    單單單單                        志志志志                        榮榮榮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