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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主主。。。。日日日日。。。。學學學學                    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教教教教友友友友) 

由由由由 2013201320132013 年度開始年度開始年度開始年度開始，，，，兒童主日學有了一些新的安排兒童主日學有了一些新的安排兒童主日學有了一些新的安排兒童主日學有了一些新的安排。。。。最明顯的是最明顯的是最明顯的是最明顯的是

由每星期教授一課主題由每星期教授一課主題由每星期教授一課主題由每星期教授一課主題，，，，改為兩星期教授一課改為兩星期教授一課改為兩星期教授一課改為兩星期教授一課。。。。驟然聽來驟然聽來驟然聽來驟然聽來，，，，應該是應該是應該是應該是

輕省多了輕省多了輕省多了輕省多了，，，，但其實每一課需要更多時間去預備更完善的教案但其實每一課需要更多時間去預備更完善的教案但其實每一課需要更多時間去預備更完善的教案但其實每一課需要更多時間去預備更完善的教案。。。。    

    

    今年兒童主日學的課本是今年兒童主日學的課本是今年兒童主日學的課本是今年兒童主日學的課本是《《《《欣賞詩篇欣賞詩篇欣賞詩篇欣賞詩篇》。》。》。》。詩篇有著豐富的內容詩篇有著豐富的內容詩篇有著豐富的內容詩篇有著豐富的內容，，，，

讓我借用作者卜洛克讓我借用作者卜洛克讓我借用作者卜洛克讓我借用作者卜洛克(C. Hassell Bullock) (C. Hassell Bullock) (C. Hassell Bullock) (C. Hassell Bullock) 在在在在《《《《詩篇概論詩篇概論詩篇概論詩篇概論》》》》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課所述課所述課所述課所述::::----        

「「「「詩篇是上帝的呼召詩篇是上帝的呼召詩篇是上帝的呼召詩篇是上帝的呼召和祂百姓之回應的記錄和祂百姓之回應的記錄和祂百姓之回應的記錄和祂百姓之回應的記錄，，，，這個記錄在歷史上這個記錄在歷史上這個記錄在歷史上這個記錄在歷史上

已經重演了成千上萬次已經重演了成千上萬次已經重演了成千上萬次已經重演了成千上萬次。。。。詩篇是古代以色列與上帝之關係的相簿詩篇是古代以色列與上帝之關係的相簿詩篇是古代以色列與上帝之關係的相簿詩篇是古代以色列與上帝之關係的相簿，，，，

也是我們自己與上帝的關係和回應的鏡子也是我們自己與上帝的關係和回應的鏡子也是我們自己與上帝的關係和回應的鏡子也是我們自己與上帝的關係和回應的鏡子    ――――    這一位上帝這一位上帝這一位上帝這一位上帝，，，，召喚祂召喚祂召喚祂召喚祂

的百姓的百姓的百姓的百姓、、、、應許祂的同在應許祂的同在應許祂的同在應許祂的同在，，，，並確保未來並確保未來並確保未來並確保未來。。。。詩篇這卷書記載了以色列民詩篇這卷書記載了以色列民詩篇這卷書記載了以色列民詩篇這卷書記載了以色列民

族生命的日誌族生命的日誌族生命的日誌族生命的日誌，，，，其中滿溢著喜樂和憂傷其中滿溢著喜樂和憂傷其中滿溢著喜樂和憂傷其中滿溢著喜樂和憂傷，，，，銘刻著熱烈期盼和深刻失銘刻著熱烈期盼和深刻失銘刻著熱烈期盼和深刻失銘刻著熱烈期盼和深刻失

敗敗敗敗；；；；每當我們要試著詮釋它每當我們要試著詮釋它每當我們要試著詮釋它每當我們要試著詮釋它，，，，都會發現自己的心靈再次被滌淨了都會發現自己的心靈再次被滌淨了都會發現自己的心靈再次被滌淨了都會發現自己的心靈再次被滌淨了。。。。」」」」    

    

因著豐富的詩篇內容因著豐富的詩篇內容因著豐富的詩篇內容因著豐富的詩篇內容，，，，精彩的舊約故事精彩的舊約故事精彩的舊約故事精彩的舊約故事，，，，充足的上課時間充足的上課時間充足的上課時間充足的上課時間，，，，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我們每個主日有著一個難忘的早上我們每個主日有著一個難忘的早上我們每個主日有著一個難忘的早上我們每個主日有著一個難忘的早上。。。。當中我們藉詩篇及舊約聖經故當中我們藉詩篇及舊約聖經故當中我們藉詩篇及舊約聖經故當中我們藉詩篇及舊約聖經故

事事事事，，，，讓小朋友從中學習樂觀讓小朋友從中學習樂觀讓小朋友從中學習樂觀讓小朋友從中學習樂觀、、、、感恩感恩感恩感恩、、、、信靠信靠信靠信靠、、、、恆心等品格恆心等品格恆心等品格恆心等品格。。。。    

    

筆者上星筆者上星筆者上星筆者上星期所預備的課文是詩篇期所預備的課文是詩篇期所預備的課文是詩篇期所預備的課文是詩篇 119119119119 篇篇篇篇，，，，此篇是詩篇此篇是詩篇此篇是詩篇此篇是詩篇 150150150150 篇中最篇中最篇中最篇中最

長的一篇長的一篇長的一篇長的一篇，，，，有有有有 176176176176 節節節節，，，，共分共分共分共分 22222222 段段段段。。。。也是一首頌讚上帝律法的詩歌也是一首頌讚上帝律法的詩歌也是一首頌讚上帝律法的詩歌也是一首頌讚上帝律法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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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落在困難中當我們落在困難中當我們落在困難中當我們落在困難中、、、、面對引誘面對引誘面對引誘面對引誘、、、、犯錯得罪上帝犯錯得罪上帝犯錯得罪上帝犯錯得罪上帝、、、、靈性低潮等環境中靈性低潮等環境中靈性低潮等環境中靈性低潮等環境中，，，，

也可以藉此篇詩篇找到上帝話語裡的指引也可以藉此篇詩篇找到上帝話語裡的指引也可以藉此篇詩篇找到上帝話語裡的指引也可以藉此篇詩篇找到上帝話語裡的指引，，，，大家也不妨細意欣賞一大家也不妨細意欣賞一大家也不妨細意欣賞一大家也不妨細意欣賞一

番番番番。。。。    

    

談及上帝的指引談及上帝的指引談及上帝的指引談及上帝的指引，，，，當然是要聽聽我們仁愛喜樂班中幾位小弟兄的當然是要聽聽我們仁愛喜樂班中幾位小弟兄的當然是要聽聽我們仁愛喜樂班中幾位小弟兄的當然是要聽聽我們仁愛喜樂班中幾位小弟兄的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你們作了基督徒多久你們作了基督徒多久你們作了基督徒多久你們作了基督徒多久？？？？若學生有手冊內的校規教你依循若學生有手冊內的校規教你依循若學生有手冊內的校規教你依循若學生有手冊內的校規教你依循

遵守遵守遵守遵守；；；；社會有法律讓市民依法生活社會有法律讓市民依法生活社會有法律讓市民依法生活社會有法律讓市民依法生活；；；；那麼基督徒又應該跟從甚麼那麼基督徒又應該跟從甚麼那麼基督徒又應該跟從甚麼那麼基督徒又應該跟從甚麼

來成長呢來成長呢來成長呢來成長呢？？？？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讀者也不妨可以自問自答一下讀者也不妨可以自問自答一下讀者也不妨可以自問自答一下讀者也不妨可以自問自答一下))))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A:A:A:A:「「「「我應該作了基督徒有我應該作了基督徒有我應該作了基督徒有我應該作了基督徒有 9999 年年年年…………」」」」((((有有有有點猶疑點猶疑點猶疑點猶疑…………))))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當然當然當然當然！！！！當你當你當你當你接受兒童接受兒童接受兒童接受兒童洗禮洗禮洗禮洗禮後後後後，，，，你已經是基督徒了你已經是基督徒了你已經是基督徒了你已經是基督徒了。。。。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我也由受洗起計算我也由受洗起計算我也由受洗起計算我也由受洗起計算，，，，成了基督徒十年了成了基督徒十年了成了基督徒十年了成了基督徒十年了。。。。兩位小弟兄兩位小弟兄兩位小弟兄兩位小弟兄，，，，覺覺覺覺

得如何找到指引得如何找到指引得如何找到指引得如何找到指引，，，，可以好好跟隨上帝呢可以好好跟隨上帝呢可以好好跟隨上帝呢可以好好跟隨上帝呢？？？？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B:B:B:B:「「「「我已經做了基督徒我已經做了基督徒我已經做了基督徒我已經做了基督徒 8888 年多年多年多年多,,,,就快就快就快就快 9999 年了年了年了年了。」。」。」。」((((帶著喜樂帶著喜樂帶著喜樂帶著喜樂

的大聲說的大聲說的大聲說的大聲說))))        

    

    接著兩位就踴躍地告訴導師接著兩位就踴躍地告訴導師接著兩位就踴躍地告訴導師接著兩位就踴躍地告訴導師，，，，可以藉聖經可以藉聖經可以藉聖經可以藉聖經、、、、詩歌詩歌詩歌詩歌、、、、學習耶穌教導學習耶穌教導學習耶穌教導學習耶穌教導

等等等等，，，，就能知道上帝的指引就能知道上帝的指引就能知道上帝的指引就能知道上帝的指引。。。。他們還記得他們還記得他們還記得他們還記得「「「「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真真真

理理理理、、、、生命生命生命生命，，，，若不藉著我若不藉著我若不藉著我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約約約 14:614:614:614:6））））    

    

兩位小弟兄的分享兩位小弟兄的分享兩位小弟兄的分享兩位小弟兄的分享，，，，雖然字字簡單雖然字字簡單雖然字字簡單雖然字字簡單，，，，但當中的簡單純真但當中的簡單純真但當中的簡單純真但當中的簡單純真，，，，真誠直真誠直真誠直真誠直

接接接接，，，，實在引起我心中不斷的反思實在引起我心中不斷的反思實在引起我心中不斷的反思實在引起我心中不斷的反思。。。。誠然誠然誠然誠然在大人的世界中在大人的世界中在大人的世界中在大人的世界中，，，，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中太多事情需要計算中太多事情需要計算中太多事情需要計算中太多事情需要計算，，，，需要取捨需要取捨需要取捨需要取捨，，，，漸漸孩童時的簡單純真漸漸孩童時的簡單純真漸漸孩童時的簡單純真漸漸孩童時的簡單純真，，，，真誠直真誠直真誠直真誠直

接可能多多少少已被接可能多多少少已被接可能多多少少已被接可能多多少少已被掩掩掩掩埋埋埋埋。。。。但不要緊但不要緊但不要緊但不要緊，，，，因我知道因我知道因我知道因我知道，，，，上帝已為我們預上帝已為我們預上帝已為我們預上帝已為我們預

備了最好備了最好備了最好備了最好。。。。    

    

願我們在願我們在願我們在願我們在主主主主裡裡裡裡日日日日日的日的日的日的學學學學習習習習，，，，天天的更新天天的更新天天的更新天天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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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崇拜藉崇拜藉崇拜藉崇拜－－－－我們有機會敬拜上帝我們有機會敬拜上帝我們有機會敬拜上帝我們有機會敬拜上帝，，，，與主親近與主親近與主親近與主親近；；；；藉主日學藉主日學藉主日學藉主日學－－－－我們學習我們學習我們學習我們學習

上帝的指引上帝的指引上帝的指引上帝的指引，，，，好叫我們記在心裡好叫我們記在心裡好叫我們記在心裡好叫我們記在心裡；；；；藉團契藉團契藉團契藉團契－－－－我們可以將所信的我們可以將所信的我們可以將所信的我們可以將所信的，，，，以以以以

愛的行動去回應上帝的愛愛的行動去回應上帝的愛愛的行動去回應上帝的愛愛的行動去回應上帝的愛，，，，愛身邊的弟兄姊妹愛身邊的弟兄姊妹愛身邊的弟兄姊妹愛身邊的弟兄姊妹，，，，也在關愛中一同成也在關愛中一同成也在關愛中一同成也在關愛中一同成

長長長長。。。。    

    

上帝已經為你預備好三份非常貼心的禮物上帝已經為你預備好三份非常貼心的禮物上帝已經為你預備好三份非常貼心的禮物上帝已經為你預備好三份非常貼心的禮物，，，，願大家好好珍惜願大家好好珍惜願大家好好珍惜願大家好好珍惜，，，，投投投投

入參與入參與入參與入參與，，，，好讓我們的身心靈得著滿足好讓我們的身心靈得著滿足好讓我們的身心靈得著滿足好讓我們的身心靈得著滿足！！！！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便知道他是美善便知道他是美善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投靠他投靠他投靠他的人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有福

了了了了！！！！」」」」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34343434    ::::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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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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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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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人人人；；；；長長長長

者崇拜人數平均為者崇拜人數平均為者崇拜人數平均為者崇拜人數平均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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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5 人人人人，，，，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8 人人人人；；；；外會會友為外會會友為外會會友為外會會友為 17 人人人人。。。。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定定定定於於於於 6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00 – 6:00，，，，舉辦舉辦舉辦舉辦「「「「青年佈道會青年佈道會青年佈道會青年佈道會」」」」內容內容內容內容有信息有信息有信息有信息

及見證分享及見證分享及見證分享及見證分享、、、、遊戲遊戲遊戲遊戲、、、、黙劇及小食等黙劇及小食等黙劇及小食等黙劇及小食等，，，，歡迎高中至初出社會工作的青年歡迎高中至初出社會工作的青年歡迎高中至初出社會工作的青年歡迎高中至初出社會工作的青年

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  

3. 本堂主日學定於本堂主日學定於本堂主日學定於本堂主日學定於 7 月月月月 15-17 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聖地遊聖地遊聖地遊聖地遊> 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歡迎小歡迎小歡迎小歡迎小

一至小六學生參加一至小六學生參加一至小六學生參加一至小六學生參加，，，，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00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午膳午膳午膳午膳、、、、課本及活動材料費課本及活動材料費課本及活動材料費課本及活動材料費)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30 名名名名，，，，若超過若超過若超過若超過 30 人人人人，，，，將抽籤決將抽籤決將抽籤決將抽籤決定定定定。。。。 

4. 5 月月月月 26 日崇拜後將邀請黃永智牧師分享如何運用日崇拜後將邀請黃永智牧師分享如何運用日崇拜後將邀請黃永智牧師分享如何運用日崇拜後將邀請黃永智牧師分享如何運用「「「「信徒箴言信徒箴言信徒箴言信徒箴言」」」」作靈修作靈修作靈修作靈修，，，，

歡迎肢體出席並帶備個人的歡迎肢體出席並帶備個人的歡迎肢體出席並帶備個人的歡迎肢體出席並帶備個人的「「「「信徒箴言信徒箴言信徒箴言信徒箴言」，」，」，」，分享時間約分享時間約分享時間約分享時間約 15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5. 本本本本會會會會傳道牧養部將於傳道牧養部將於傳道牧養部將於傳道牧養部將於 5 月月月月 26 日下午三時日下午三時日下午三時日下午三時，，，，於東涌道恩堂出發於東涌道恩堂出發於東涌道恩堂出發於東涌道恩堂出發，，，，為東涌為東涌為東涌為東涌

福音事工舉行步行籌款福音事工舉行步行籌款福音事工舉行步行籌款福音事工舉行步行籌款，，，，表格可向幹事索取表格可向幹事索取表格可向幹事索取表格可向幹事索取。。。。 

6. 信義會芬蘭差會之靈愛中心將於信義會芬蘭差會之靈愛中心將於信義會芬蘭差會之靈愛中心將於信義會芬蘭差會之靈愛中心將於 7 月月月月 6 日在新界日在新界日在新界日在新界區舉行賣旗籌款區舉行賣旗籌款區舉行賣旗籌款區舉行賣旗籌款，，，，現現現現

正招募正招募正招募正招募 1,500 名義工名義工名義工名義工。。。。惟直至四月底惟直至四月底惟直至四月底惟直至四月底，，，，報名義工人數不足報名義工人數不足報名義工人數不足報名義工人數不足 100 名名名名，，，，現緊現緊現緊現緊

急呼籲肢體參與急呼籲肢體參與急呼籲肢體參與急呼籲肢體參與，，，，請向幹事查詢請向幹事查詢請向幹事查詢請向幹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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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 6 月月月月 9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3:30 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按牧典禮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按牧典禮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按牧典禮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按牧典禮，，，，歡迎肢體歡迎肢體歡迎肢體歡迎肢體

出席觀禮出席觀禮出席觀禮出席觀禮。。。。是次被按立者為是次被按立者為是次被按立者為是次被按立者為鄧鄧鄧鄧銳坤教師銳坤教師銳坤教師銳坤教師(主愛堂主愛堂主愛堂主愛堂)、、、、呂恩慶教師呂恩慶教師呂恩慶教師呂恩慶教師(救恩救恩救恩救恩

堂堂堂堂)、、、、陳永安教師陳永安教師陳永安教師陳永安教師(鴻恩堂鴻恩堂鴻恩堂鴻恩堂)及陳惠賢教師及陳惠賢教師及陳惠賢教師及陳惠賢教師(頌恩堂頌恩堂頌恩堂頌恩堂)。。。。 

8. 本會信徒培育部定於本會信徒培育部定於本會信徒培育部定於本會信徒培育部定於 8 月月月月 28 - 29 日假西貢戶外訓練營舉辦日假西貢戶外訓練營舉辦日假西貢戶外訓練營舉辦日假西貢戶外訓練營舉辦「「「「高小營高小營高小營高小營

會會會會」，」，」，」，對象為升小四至中一學生對象為升小四至中一學生對象為升小四至中一學生對象為升小四至中一學生，，，，費用費用費用費用$300，，，，6 月月月月 25 日前報名日前報名日前報名日前報名$250，，，，名名名名

額額額額 45 名名名名，，，，截止報名為截止報名為截止報名為截止報名為 7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 

9. 2014 年為本會六十周年會慶年為本會六十周年會慶年為本會六十周年會慶年為本會六十周年會慶，，，，籌委會舉辦籌委會舉辦籌委會舉辦籌委會舉辦「「「「六十周年會慶標語或口號六十周年會慶標語或口號六十周年會慶標語或口號六十周年會慶標語或口號

創作比賽創作比賽創作比賽創作比賽」，」，」，」，字數不多於字數不多於字數不多於字數不多於 20 字字字字，，，，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詳情請看詳情請看詳情請看詳情請看張貼張貼張貼張貼

於壁報板上之資料於壁報板上之資料於壁報板上之資料於壁報板上之資料。。。。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譚淑婷姊妹譚淑婷姊妹譚淑婷姊妹譚淑婷姊妹於於於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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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會定於追思會定於追思會定於追思會定於 5 月月月月 17 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 7:00 – 

9:00，，，，安息禮拜定於安息禮拜定於安息禮拜定於安息禮拜定於 5 月月月月 18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11:00 假寶福紀念館舉行假寶福紀念館舉行假寶福紀念館舉行假寶福紀念館舉行，，，，求主安求主安求主安求主安

慰其家人及親友慰其家人及親友慰其家人及親友慰其家人及親友。。。。 

2. 曾蓮珠婆婆早前曾再度入院曾蓮珠婆婆早前曾再度入院曾蓮珠婆婆早前曾再度入院曾蓮珠婆婆早前曾再度入院，，，，並於大埔醫院調理並於大埔醫院調理並於大埔醫院調理並於大埔醫院調理，，，，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 

3. 黃仙婆婆上星期黃仙婆婆上星期黃仙婆婆上星期黃仙婆婆上星期肺炎入院肺炎入院肺炎入院肺炎入院，，，，現現現現已出院已出院已出院已出院。。。。 

4. 梁李素儀姊妹於梁李素儀姊妹於梁李素儀姊妹於梁李素儀姊妹於 5 月月月月 5 日主日崇拜中接受洗禮日主日崇拜中接受洗禮日主日崇拜中接受洗禮日主日崇拜中接受洗禮，，，，她是由醫院一位基督她是由醫院一位基督她是由醫院一位基督她是由醫院一位基督

徒護士帶領她信主並轉介給本堂徒護士帶領她信主並轉介給本堂徒護士帶領她信主並轉介給本堂徒護士帶領她信主並轉介給本堂，，，，請為姊妹癌病接受治療禱告請為姊妹癌病接受治療禱告請為姊妹癌病接受治療禱告請為姊妹癌病接受治療禱告。。。。 

5. 朱小琪教師將於朱小琪教師將於朱小琪教師將於朱小琪教師將於 5 月月月月 12 至至至至 23 日放年九天日放年九天日放年九天日放年九天。。。。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各國因領土問題爭拗為各國因領土問題爭拗為各國因領土問題爭拗為各國因領土問題爭拗，，，，導致局世緊張代禱導致局世緊張代禱導致局世緊張代禱導致局世緊張代禱。。。。 

2. 為為為為香香香香港港港港立法會之立法會之立法會之立法會之「「「「拉布拉布拉布拉布」」」」辯論辯論辯論辯論，，，，因普選而醞釀之因普選而醞釀之因普選而醞釀之因普選而醞釀之「「「「佔領中環佔領中環佔領中環佔領中環」」」」行動及行動及行動及行動及

因參與示威而被捕禱告因參與示威而被捕禱告因參與示威而被捕禱告因參與示威而被捕禱告，，，，求上帝平息一切紛爭求上帝平息一切紛爭求上帝平息一切紛爭求上帝平息一切紛爭。。。。 

3. 為為為為本本本本會即將按立四位牧師代禱會即將按立四位牧師代禱會即將按立四位牧師代禱會即將按立四位牧師代禱，，，，求主加能賜力給他們求主加能賜力給他們求主加能賜力給他們求主加能賜力給他們。。。。 

4. 為本堂籌備之暑期活動為本堂籌備之暑期活動為本堂籌備之暑期活動為本堂籌備之暑期活動、、、、營會營會營會營會、、、、人手安排禱告人手安排禱告人手安排禱告人手安排禱告。。。。 

5. 為身體軟弱為身體軟弱為身體軟弱為身體軟弱的的的的肢體肢體肢體肢體及家人及家人及家人及家人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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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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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
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     愛家主日愛家主日愛家主日愛家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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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聖經從聖經從聖經從聖經學做人學做人學做人學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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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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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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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日日日日)     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    (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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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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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09(日日日日)     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    (II)(I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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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日日日日)     按立牧師典禮按立牧師典禮按立牧師典禮按立牧師典禮    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各堂肢體 牧師團牧師團牧師團牧師團 

22(六六六六)     青年佈道會青年佈道會青年佈道會青年佈道會    年青人年青人年青人年青人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   

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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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六六六六)     On Fire On Fire On Fire On Fire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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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日日日)     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    相關部員相關部員相關部員相關部員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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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 

 

        剛 在 今 年 的 復 活 節剛 在 今 年 的 復 活 節剛 在 今 年 的 復 活 節剛 在 今 年 的 復 活 節 ，，，， 我 參與 了 由 世 界 福 音 動我 參與 了 由 世 界 福 音 動我 參與 了 由 世 界 福 音 動我 參與 了 由 世 界 福 音 動 員 會員 會員 會員 會  (Operational 

Mobilization)辦的法國短宣辦的法國短宣辦的法國短宣辦的法國短宣，，，，在此感謝大家的代禱和支持在此感謝大家的代禱和支持在此感謝大家的代禱和支持在此感謝大家的代禱和支持。。。。感謝主在恩典和感謝主在恩典和感謝主在恩典和感謝主在恩典和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在這次短短九天的旅程中在這次短短九天的旅程中在這次短短九天的旅程中在這次短短九天的旅程中，，，，主讓我領受了前所未經歷的體驗和得著主讓我領受了前所未經歷的體驗和得著主讓我領受了前所未經歷的體驗和得著主讓我領受了前所未經歷的體驗和得著。。。。

經過這段日子去整理經過這段日子去整理經過這段日子去整理經過這段日子去整理，，，，就寫了這分享信就寫了這分享信就寫了這分享信就寫了這分享信，，，，希望讓大家知道這九天的得著希望讓大家知道這九天的得著希望讓大家知道這九天的得著希望讓大家知道這九天的得著，，，，也也也也

希望各位為到當地的福音需要繼續切切地禱告希望各位為到當地的福音需要繼續切切地禱告希望各位為到當地的福音需要繼續切切地禱告希望各位為到當地的福音需要繼續切切地禱告。。。。 

 

「「「「頂硬上頂硬上頂硬上頂硬上」」」」和和和和「「「「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學習的學習的學習的學習 

        還記得在出發前還記得在出發前還記得在出發前還記得在出發前，，，，很擔心語言不通的很擔心語言不通的很擔心語言不通的很擔心語言不通的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一方面擔心與當地的法國人不能溝一方面擔心與當地的法國人不能溝一方面擔心與當地的法國人不能溝一方面擔心與當地的法國人不能溝

通通通通，，，，也擔心與隊友溝通有障礙也擔心與隊友溝通有障礙也擔心與隊友溝通有障礙也擔心與隊友溝通有障礙。。。。當自己對當自己對當自己對當自己對

法語一點也不懂法語一點也不懂法語一點也不懂法語一點也不懂，，，，就連用英文祈禱講多兩就連用英文祈禱講多兩就連用英文祈禱講多兩就連用英文祈禱講多兩

句也開始詞不達意時句也開始詞不達意時句也開始詞不達意時句也開始詞不達意時，，，，可以怎麼樣呢可以怎麼樣呢可以怎麼樣呢可以怎麼樣呢？？？？在在在在

這樣處境這樣處境這樣處境這樣處境，，，，讓我學習到讓我學習到讓我學習到讓我學習到「「「「頂硬上頂硬上頂硬上頂硬上」」」」和和和和「「「「放放放放

下自己下自己下自己下自己」」」」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頂硬上頂硬上頂硬上頂硬上」」」」就是那種不就是那種不就是那種不就是那種不

怕錯怕錯怕錯怕錯，，，，不怕被取笑的勇往直前心態不怕被取笑的勇往直前心態不怕被取笑的勇往直前心態不怕被取笑的勇往直前心態；；；；「「「「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就是將自己一直都高舉的就是將自己一直都高舉的就是將自己一直都高舉的就是將自己一直都高舉的

面子面子面子面子，，，，或者一些一直都引以自豪自誇的才幹或者一些一直都引以自豪自誇的才幹或者一些一直都引以自豪自誇的才幹或者一些一直都引以自豪自誇的才幹，，，，又或者一些既有的框架和看又或者一些既有的框架和看又或者一些既有的框架和看又或者一些既有的框架和看

法法法法，，，，完全的放下完全的放下完全的放下完全的放下，，，，完全的信靠上帝完全的信靠上帝完全的信靠上帝完全的信靠上帝。。。。在團隊裡在團隊裡在團隊裡在團隊裡，，，，不斷的嘗試不斷的嘗試不斷的嘗試不斷的嘗試，，，，也從隊友的身也從隊友的身也從隊友的身也從隊友的身

上不斷學習上不斷學習上不斷學習上不斷學習。。。。最深刻的是一位來自德國的隊友在我們在市場中派傳單時最深刻的是一位來自德國的隊友在我們在市場中派傳單時最深刻的是一位來自德國的隊友在我們在市場中派傳單時最深刻的是一位來自德國的隊友在我們在市場中派傳單時，，，，教教教教

了我講一些法語去招徠路人了我講一些法語去招徠路人了我講一些法語去招徠路人了我講一些法語去招徠路人。。。。雖然到最後一天雖然到最後一天雖然到最後一天雖然到最後一天，，，，我仍偶然會向男人講我仍偶然會向男人講我仍偶然會向男人講我仍偶然會向男人講 “Bon 

jour, Madame (女士女士女士女士)!”，，，，向女人則講向女人則講向女人則講向女人則講 “Bon jour, Missu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但這比起但這比起但這比起但這比起

初的時初的時初的時初的時候卻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候卻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候卻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候卻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從充滿疑問到歸榮耀與主從充滿疑問到歸榮耀與主從充滿疑問到歸榮耀與主從充滿疑問到歸榮耀與主 

        出發前出發前出發前出發前，，，，我心中帶著一大堆問題出發前往短宣我心中帶著一大堆問題出發前往短宣我心中帶著一大堆問題出發前往短宣我心中帶著一大堆問題出發前往短宣。。。。例如會問例如會問例如會問例如會問：：：：「「「「為甚麼法為甚麼法為甚麼法為甚麼法

國的屬靈狀況會陷入低潮國的屬靈狀況會陷入低潮國的屬靈狀況會陷入低潮國的屬靈狀況會陷入低潮？？？？為甚麼歐洲地區反而需要宣教士去傳福音為甚麼歐洲地區反而需要宣教士去傳福音為甚麼歐洲地區反而需要宣教士去傳福音為甚麼歐洲地區反而需要宣教士去傳福音

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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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呢呢呢？？？？……」」」」當然當然當然當然，，，，今次短宣後今次短宣後今次短宣後今次短宣後，，，，就讓我明白了解多些法國的屬靈狀況的真實就讓我明白了解多些法國的屬靈狀況的真實就讓我明白了解多些法國的屬靈狀況的真實就讓我明白了解多些法國的屬靈狀況的真實

情況和其原因情況和其原因情況和其原因情況和其原因，，，，但這並不是最重要但這並不是最重要但這並不是最重要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當我短宣回來後當我短宣回來後當我短宣回來後當我短宣回來後，，，，參加了參加了參加了參加了 OM 舉辦的舉辦的舉辦的舉辦的

兩日一夜退修營兩日一夜退修營兩日一夜退修營兩日一夜退修營，，，，當中有一段集體默想的時間當中有一段集體默想的時間當中有一段集體默想的時間當中有一段集體默想的時間。。。。默想的經文是約翰福音默想的經文是約翰福音默想的經文是約翰福音默想的經文是約翰福音 9：：：：

1-11，，，，敍述了耶穌治好了一個生來就瞎眼的人敍述了耶穌治好了一個生來就瞎眼的人敍述了耶穌治好了一個生來就瞎眼的人敍述了耶穌治好了一個生來就瞎眼的人。。。。當他未被治好時當他未被治好時當他未被治好時當他未被治好時，，，，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很多人都

探究他瞎眼的原因探究他瞎眼的原因探究他瞎眼的原因探究他瞎眼的原因：：：：是他犯了罪是他犯了罪是他犯了罪是他犯了罪？？？？還是他的父母犯了罪還是他的父母犯了罪還是他的父母犯了罪還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但耶穌但耶穌但耶穌但耶穌回回回回答的是答的是答的是答的是：：：：

兩個都不是兩個都不是兩個都不是兩個都不是，「，「，「，「是要在他身上顯出是要在他身上顯出是要在他身上顯出是要在他身上顯出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的作為來的作為來的作為來的作為來」」」」(第第第第 3 節節節節)。。。。當我默想到這裡當我默想到這裡當我默想到這裡當我默想到這裡，，，，

就反省到一件事就反省到一件事就反省到一件事就反省到一件事：：：：原來這次短宣原來這次短宣原來這次短宣原來這次短宣，，，，我將眼目都集中了在一個又一個的問題我將眼目都集中了在一個又一個的問題我將眼目都集中了在一個又一個的問題我將眼目都集中了在一個又一個的問題，，，，

但其實更重要的是要放眼看主如何在這個地方顯出榮耀來但其實更重要的是要放眼看主如何在這個地方顯出榮耀來但其實更重要的是要放眼看主如何在這個地方顯出榮耀來但其實更重要的是要放眼看主如何在這個地方顯出榮耀來。。。。 

        在這九天裡在這九天裡在這九天裡在這九天裡，，，，我們主要是協助邀請我們主要是協助邀請我們主要是協助邀請我們主要是協助邀請 

Castres 的居民出席一個福音音樂會的居民出席一個福音音樂會的居民出席一個福音音樂會的居民出席一個福音音樂會。。。。起起起起

初初初初，，，，在街市派傳單在街市派傳單在街市派傳單在街市派傳單，，，，路人反應一般路人反應一般路人反應一般路人反應一般；；；；上門上門上門上門

探訪探訪探訪探訪，，，，又吃了不少閉門羮又吃了不少閉門羮又吃了不少閉門羮又吃了不少閉門羮。。。。但我們短宣隊但我們短宣隊但我們短宣隊但我們短宣隊

與教會的弟兄姊妹仍不放棄與教會的弟兄姊妹仍不放棄與教會的弟兄姊妹仍不放棄與教會的弟兄姊妹仍不放棄，，，，仍繼續祈禱仍繼續祈禱仍繼續祈禱仍繼續祈禱

之餘之餘之餘之餘，，，，也想想其他法子去加強宣傳也想想其他法子去加強宣傳也想想其他法子去加強宣傳也想想其他法子去加強宣傳。。。。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當晚出席的有約當晚出席的有約當晚出席的有約當晚出席的有約 500 人人人人，，，，其中估計有約一其中估計有約一其中估計有約一其中估計有約一

半左右是未信的朋友半左右是未信的朋友半左右是未信的朋友半左右是未信的朋友，，，，更有政府的官員在其中更有政府的官員在其中更有政府的官員在其中更有政府的官員在其中！！！！後來更聽說有後來更聽說有後來更聽說有後來更聽說有參加者參加了參加者參加了參加者參加了參加者參加了

音樂會後音樂會後音樂會後音樂會後，，，，第二天答應會回教會崇拜第二天答應會回教會崇拜第二天答應會回教會崇拜第二天答應會回教會崇拜。。。。這消息讓我感到十分振奮這消息讓我感到十分振奮這消息讓我感到十分振奮這消息讓我感到十分振奮，，，，願主上帝願主上帝願主上帝願主上帝

得著一切的榮耀和讚美得著一切的榮耀和讚美得著一切的榮耀和讚美得著一切的榮耀和讚美！！！！ 

 

聖靈保守下的合一隊工聖靈保守下的合一隊工聖靈保守下的合一隊工聖靈保守下的合一隊工 

        我們這短宣隊一共有九個人我們這短宣隊一共有九個人我們這短宣隊一共有九個人我們這短宣隊一共有九個人，，，，各人來各人來各人來各人來

自不同的國家自不同的國家自不同的國家自不同的國家，，，，有德國有德國有德國有德國、、、、荷蘭荷蘭荷蘭荷蘭、、、、瑞典瑞典瑞典瑞典、、、、肯肯肯肯

尼亞尼亞尼亞尼亞、、、、美國美國美國美國、、、、英國英國英國英國、、、、加拿大和中國香港加拿大和中國香港加拿大和中國香港加拿大和中國香港，，，，

每人有著不同性格每人有著不同性格每人有著不同性格每人有著不同性格，，，，有不同的恩賜有不同的恩賜有不同的恩賜有不同的恩賜，，，，有不有不有不有不

同的文化背景同的文化背景同的文化背景同的文化背景，，，，來自不同宗派的教會來自不同宗派的教會來自不同宗派的教會來自不同宗派的教會。。。。這這這這

九天裡九天裡九天裡九天裡，，，，我們這九個人就常常在一起我們這九個人就常常在一起我們這九個人就常常在一起我們這九個人就常常在一起，，，，一一一一

同吃飯同吃飯同吃飯同吃飯、、、、分享分享分享分享、、、、祈禱祈禱祈禱祈禱，，，，出隊探訪派傳單出隊探訪派傳單出隊探訪派傳單出隊探訪派傳單，，，，也一同策劃受難日崇拜的一些環節也一同策劃受難日崇拜的一些環節也一同策劃受難日崇拜的一些環節也一同策劃受難日崇拜的一些環節。。。。

最深刻的是我們在受難日崇拜中最深刻的是我們在受難日崇拜中最深刻的是我們在受難日崇拜中最深刻的是我們在受難日崇拜中，，，，先後用法語先後用法語先後用法語先後用法語、、、、德語和荷蘭語唱德語和荷蘭語唱德語和荷蘭語唱德語和荷蘭語唱《《《《主我高舉主我高舉主我高舉主我高舉

祢的名祢的名祢的名祢的名》》》》去敬拜去敬拜去敬拜去敬拜。。。。另外另外另外另外，，，，我們也排了一我們也排了一我們也排了一我們也排了一套話劇套話劇套話劇套話劇，，，，內容大致是我們分享各個國內容大致是我們分享各個國內容大致是我們分享各個國內容大致是我們分享各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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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何慶祝復活節而起爭端家如何慶祝復活節而起爭端家如何慶祝復活節而起爭端家如何慶祝復活節而起爭端，，，，最後大家就透過一首最後大家就透過一首最後大家就透過一首最後大家就透過一首《《《《紫紫紫紫色色色色的袍的袍的袍的袍》》》》(這是我出這是我出這是我出這是我出

發前想起而又發前想起而又發前想起而又發前想起而又順順順順手拈起的一首歌手拈起的一首歌手拈起的一首歌手拈起的一首歌，，，，想不到上帝會這樣使用想不到上帝會這樣使用想不到上帝會這樣使用想不到上帝會這樣使用！！！！) 就明白唯一共就明白唯一共就明白唯一共就明白唯一共

同需要注目的是那位救贖我們的耶穌基督同需要注目的是那位救贖我們的耶穌基督同需要注目的是那位救贖我們的耶穌基督同需要注目的是那位救贖我們的耶穌基督。。。。整個旅程整個旅程整個旅程整個旅程，，，，讓我深深的感受到在讓我深深的感受到在讓我深深的感受到在讓我深深的感受到在

聖靈保守下合一的寶貴聖靈保守下合一的寶貴聖靈保守下合一的寶貴聖靈保守下合一的寶貴！！！！ 

        談到合一談到合一談到合一談到合一，，，，在法國在法國在法國在法國，，，，全國一共有全國一共有全國一共有全國一共有 150 個個個個

不同的基督教宗派不同的基督教宗派不同的基督教宗派不同的基督教宗派。。。。Castres 市內則有市內則有市內則有市內則有 7 間堂間堂間堂間堂

會會會會。。。。在短宣的最後一天在短宣的最後一天在短宣的最後一天在短宣的最後一天，，，，正值復活節正值復活節正值復活節正值復活節，，，，當地當地當地當地

的數間堂會舉辦了一次聯合早餐聚會的數間堂會舉辦了一次聯合早餐聚會的數間堂會舉辦了一次聯合早餐聚會的數間堂會舉辦了一次聯合早餐聚會。。。。當地當地當地當地

數間堂會的牧者和弟兄姊妹一同在早餐會中數間堂會的牧者和弟兄姊妹一同在早餐會中數間堂會的牧者和弟兄姊妹一同在早餐會中數間堂會的牧者和弟兄姊妹一同在早餐會中

敬拜主和交通敬拜主和交通敬拜主和交通敬拜主和交通。。。。後來就聽說原來後來就聽說原來後來就聽說原來後來就聽說原來 Castres 的堂的堂的堂的堂

會甚少會會甚少會會甚少會會甚少會有這類的合作有這類的合作有這類的合作有這類的合作，，，，多數都是各自各做多數都是各自各做多數都是各自各做多數都是各自各做

福音的工作福音的工作福音的工作福音的工作，，，，那次的早餐聚會是一個大突破那次的早餐聚會是一個大突破那次的早餐聚會是一個大突破那次的早餐聚會是一個大突破。。。。而法國開始提倡教會合一而法國開始提倡教會合一而法國開始提倡教會合一而法國開始提倡教會合一，，，，成成成成

立聯會推動合一立聯會推動合一立聯會推動合一立聯會推動合一，，，，其實只是這四其實只是這四其實只是這四其實只是這四、、、、五年間的事五年間的事五年間的事五年間的事。。。。 

        從短宣團隊的合一從短宣團隊的合一從短宣團隊的合一從短宣團隊的合一，，，，到了解法國教會宗派間的合一情況到了解法國教會宗派間的合一情況到了解法國教會宗派間的合一情況到了解法國教會宗派間的合一情況，，，，就讓我反省就讓我反省就讓我反省就讓我反省

到到到到：「：「：「：「合一合一合一合一」」」」不是一個夢不是一個夢不是一個夢不是一個夢，，，，也不是一個口號也不是一個口號也不是一個口號也不是一個口號，，，，而是身體力行的去合作而是身體力行的去合作而是身體力行的去合作而是身體力行的去合作，，，，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著眼共同的使著眼共同的使著眼共同的使著眼共同的使命命命命目標目標目標目標，，，，少注視彼此間的不同少注視彼此間的不同少注視彼此間的不同少注視彼此間的不同。。。。但願合一的景象但願合一的景象但願合一的景象但願合一的景象，，，，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最像天國的景象最像天國的景象最像天國的景象最像天國的景象，，，，會在未來的日子能夠實現到會在未來的日子能夠實現到會在未來的日子能夠實現到會在未來的日子能夠實現到！！！！ 
 

如何為法國和如何為法國和如何為法國和如何為法國和 Castres 祈禱祈禱祈禱祈禱？？？？ 

1. 為法國人的屬靈生命為法國人的屬靈生命為法國人的屬靈生命為法國人的屬靈生命   

－－－－    法國是一個物質豐富的國家法國是一個物質豐富的國家法國是一個物質豐富的國家法國是一個物質豐富的國家，，，，但正因如此人卻沒有注意自己的屬靈生但正因如此人卻沒有注意自己的屬靈生但正因如此人卻沒有注意自己的屬靈生但正因如此人卻沒有注意自己的屬靈生

命命命命。。。。求主讓他們看見萬物的根源從何來求主讓他們看見萬物的根源從何來求主讓他們看見萬物的根源從何來求主讓他們看見萬物的根源從何來，，，，認識這位創天造地的主認識這位創天造地的主認識這位創天造地的主認識這位創天造地的主，，，，並歸榮耀並歸榮耀並歸榮耀並歸榮耀

與衪與衪與衪與衪。。。。 

－－－－    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在我們團隊的家訪和街上派傳單時與人接觸時發現在我們團隊的家訪和街上派傳單時與人接觸時發現在我們團隊的家訪和街上派傳單時與人接觸時發現在我們團隊的家訪和街上派傳單時與人接觸時發現，，，，有些朋友本有些朋友本有些朋友本有些朋友本

來是信天主教的來是信天主教的來是信天主教的來是信天主教的，，，，但因為生命中發生了一些動盪但因為生命中發生了一些動盪但因為生命中發生了一些動盪但因為生命中發生了一些動盪 (今次較多是與親人離世有今次較多是與親人離世有今次較多是與親人離世有今次較多是與親人離世有

關關關關)，，，，令他們對上帝埋怨令他們對上帝埋怨令他們對上帝埋怨令他們對上帝埋怨，，，，甚至憤怒甚至憤怒甚至憤怒甚至憤怒，，，，因此離開信仰因此離開信仰因此離開信仰因此離開信仰。。。。求主親自去安慰受傷求主親自去安慰受傷求主親自去安慰受傷求主親自去安慰受傷

的靈魂的靈魂的靈魂的靈魂，，，，也去除去他們因為生命動盪而對上帝扭曲了的認知也去除去他們因為生命動盪而對上帝扭曲了的認知也去除去他們因為生命動盪而對上帝扭曲了的認知也去除去他們因為生命動盪而對上帝扭曲了的認知，，，，去除他們的蒙去除他們的蒙去除他們的蒙去除他們的蒙

蔽蔽蔽蔽，，，，使他們真知道衪使他們真知道衪使他們真知道衪使他們真知道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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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為為為 Castres 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 

－－－－ 普遍普遍普遍普遍 Castres 的教會的傳道或牧師都是獨力管理堂會的教會的傳道或牧師都是獨力管理堂會的教會的傳道或牧師都是獨力管理堂會的教會的傳道或牧師都是獨力管理堂會，，，，令他們很忙很吃令他們很忙很吃令他們很忙很吃令他們很忙很吃

力力力力，，，，求主使他們的事奉能力上加力求主使他們的事奉能力上加力求主使他們的事奉能力上加力求主使他們的事奉能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恩上加恩。。。。 

 

3. 為法國的教會合一為法國的教會合一為法國的教會合一為法國的教會合一 

－－－－ 正如上文提及正如上文提及正如上文提及正如上文提及，，，，法國在最近的四法國在最近的四法國在最近的四法國在最近的四、、、、五年才開始提倡教會宗派間的合一五年才開始提倡教會宗派間的合一五年才開始提倡教會宗派間的合一五年才開始提倡教會宗派間的合一。。。。

求聖靈保守宗派之間能合一求聖靈保守宗派之間能合一求聖靈保守宗派之間能合一求聖靈保守宗派之間能合一，，，，放下不同放下不同放下不同放下不同，，，，朝向共同目標朝向共同目標朝向共同目標朝向共同目標，，，，為福音共同努力為福音共同努力為福音共同努力為福音共同努力。。。。 

 

4. 為當地的宣教同工祈禱為當地的宣教同工祈禱為當地的宣教同工祈禱為當地的宣教同工祈禱 

－－－－ 法國是歐洲國家法國是歐洲國家法國是歐洲國家法國是歐洲國家，，，，不像其他亞洲地區不像其他亞洲地區不像其他亞洲地區不像其他亞洲地區，，，，人比較著重理性思辯人比較著重理性思辯人比較著重理性思辯人比較著重理性思辯，，，，加上很多加上很多加上很多加上很多

人以前是天主教徒而後來離開主人以前是天主教徒而後來離開主人以前是天主教徒而後來離開主人以前是天主教徒而後來離開主，，，，所以要向他們傳福音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所以要向他們傳福音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所以要向他們傳福音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所以要向他們傳福音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

看到果效的看到果效的看到果效的看到果效的。。。。求主能時刻挑旺他們的熱心求主能時刻挑旺他們的熱心求主能時刻挑旺他們的熱心求主能時刻挑旺他們的熱心，，，，叫他們能在差傳路上堅持下去叫他們能在差傳路上堅持下去叫他們能在差傳路上堅持下去叫他們能在差傳路上堅持下去。。。。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以前常常以為去短宣以前常常以為去短宣以前常常以為去短宣以前常常以為去短宣，，，，一定要靈命很好一定要靈命很好一定要靈命很好一定要靈命很好，，，，很愛主才會去很愛主才會去很愛主才會去很愛主才會去。。。。又會想去短宣又會想去短宣又會想去短宣又會想去短宣，，，，

一定要為主做這做那一定要為主做這做那一定要為主做這做那一定要為主做這做那。。。。有人卻說有人卻說有人卻說有人卻說，，，，去短宣是一個靈去短宣是一個靈去短宣是一個靈去短宣是一個靈命進深的命進深的命進深的命進深的「「「「雞精班雞精班雞精班雞精班」。」。」。」。今今今今

次的短宣卻告訴我次的短宣卻告訴我次的短宣卻告訴我次的短宣卻告訴我：：：：去短宣不是要一個去短宣不是要一個去短宣不是要一個去短宣不是要一個「「「「信徒精英信徒精英信徒精英信徒精英」」」」去去去去，，，，也不是在旅程中為也不是在旅程中為也不是在旅程中為也不是在旅程中為

主不停向人佈道主不停向人佈道主不停向人佈道主不停向人佈道，，，，叫人信主叫人信主叫人信主叫人信主。。。。而是一個很特別的歷程而是一個很特別的歷程而是一個很特別的歷程而是一個很特別的歷程：：：：先讓上帝倒空你這個先讓上帝倒空你這個先讓上帝倒空你這個先讓上帝倒空你這個

器皿器皿器皿器皿；；；；然後讓上帝去放些寶物在你這個器皿裡然後讓上帝去放些寶物在你這個器皿裡然後讓上帝去放些寶物在你這個器皿裡然後讓上帝去放些寶物在你這個器皿裡，，，，然後去祝福別人然後去祝福別人然後去祝福別人然後去祝福別人。。。。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只只只只

要你願意放膽去讓主去更新你要你願意放膽去讓主去更新你要你願意放膽去讓主去更新你要你願意放膽去讓主去更新你，，，，不論你是甚麼樣的器皿不論你是甚麼樣的器皿不論你是甚麼樣的器皿不論你是甚麼樣的器皿，，，，都能夠為主所祝都能夠為主所祝都能夠為主所祝都能夠為主所祝

福福福福，，，，為主所使用為主所使用為主所使用為主所使用！！！！我真希望下一位出去短宣的我真希望下一位出去短宣的我真希望下一位出去短宣的我真希望下一位出去短宣的，，，，會是你會是你會是你會是你！！！！ 

 

        願主祝福你願主祝福你願主祝福你願主祝福你！！！！ 

 

主內主內主內主內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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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1. 1. 1. 求主保守滿恩堂栽培新葡求主保守滿恩堂栽培新葡求主保守滿恩堂栽培新葡求主保守滿恩堂栽培新葡，，，，堅固信仰堅固信仰堅固信仰堅固信仰。。。。        

2. 2. 2. 2. 求求求求主保守雪玲在酷熱天氣下出外探訪服侍主保守雪玲在酷熱天氣下出外探訪服侍主保守雪玲在酷熱天氣下出外探訪服侍主保守雪玲在酷熱天氣下出外探訪服侍。。。。    

3. 3. 3. 3. 求主記念泰國這個微笑之都背後仍然有很多未得之民求主記念泰國這個微笑之都背後仍然有很多未得之民求主記念泰國這個微笑之都背後仍然有很多未得之民求主記念泰國這個微笑之都背後仍然有很多未得之民，，，，求主憐憫求主憐憫求主憐憫求主憐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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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邊中心註冊金邊中心註冊金邊中心註冊金邊中心註冊 NGO 已湊齊五位署名人已湊齊五位署名人已湊齊五位署名人已湊齊五位署名人，，，，為開展事工打下強心針為開展事工打下強心針為開展事工打下強心針為開展事工打下強心針。。。。 

2.  將在金邊中心開辦語文教育將在金邊中心開辦語文教育將在金邊中心開辦語文教育將在金邊中心開辦語文教育，，，，現正接觸一位宣教士擔任常任教師現正接觸一位宣教士擔任常任教師現正接觸一位宣教士擔任常任教師現正接觸一位宣教士擔任常任教師，，，，求主求主求主求主

繼續開路繼續開路繼續開路繼續開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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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感謝主在曾牧師離開期間感謝主在曾牧師離開期間感謝主在曾牧師離開期間感謝主在曾牧師離開期間，，，，對教會的帶領和保守對教會的帶領和保守對教會的帶領和保守對教會的帶領和保守。。。。 

2. 為在斐濟的華人禱告為在斐濟的華人禱告為在斐濟的華人禱告為在斐濟的華人禱告，，，，願更多華人得著福音願更多華人得著福音願更多華人得著福音願更多華人得著福音。。。。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１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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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青年佈道會籌備代禱青年佈道會籌備代禱青年佈道會籌備代禱青年佈道會籌備代禱，，，，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每一個環節都需要

您的參予您的參予您的參予您的參予！！！！ 

 

 

 

聖誕短宣體驗團聖誕短宣體驗團聖誕短宣體驗團聖誕短宣體驗團 
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    

聖誕短宣聖誕短宣聖誕短宣聖誕短宣六天體驗團六天體驗團六天體驗團六天體驗團    : 17/12: 17/12: 17/12: 17/12/2013 /2013 /2013 /2013 –    23/1223/1223/1223/12/2013/2013/2013/2013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聖誕短宣體驗團聖誕短宣體驗團聖誕短宣體驗團聖誕短宣體驗團：：：：12/12/2013-2/1/2014 
 

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 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報名從速報名從速報名從速報名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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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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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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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81 84 81 80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 28 24 23 25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74 --- 12 --- 43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8 9 11 13 10 

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中學級主日學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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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1 9 8 9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0 14 24 25 18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7 10 9 4 8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5 8 9 7 7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3 13 10 --- 12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10 2 11 8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3 59 51 56 52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2 11 11 11 11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4 5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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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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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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2/6 
*潘曉嵐潘曉嵐潘曉嵐潘曉嵐 

3/6 4/6 5/6 6/6 7/6 
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 

8/6 

9/6 10/6 11/6 12/6 13/6 
*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 

14/6 15/6 

16/6 

呂惠莉呂惠莉呂惠莉呂惠莉 

17/6 18/6 
陳巧銀陳巧銀陳巧銀陳巧銀 

19/6 20/6 21/6 22/6 

23/6 24/6 25/6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26/6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27/6 28/6 29/6 

30/6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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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五五五五月至月至月至月至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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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25/5 1/6 8/6 15/6 22/6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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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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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何我為何我為何我為何 

要信要信要信要信？？？？ 

天父天父天父天父，，，， 

我要禱告我要禱告我要禱告我要禱告 
精靈買家精靈買家精靈買家精靈買家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幕後小手幕後小手幕後小手幕後小手 

DIY 
創意手工創意手工創意手工創意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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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我為你禱我為你禱我為你禱我為你禱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各領風騷各領風騷各領風騷各領風騷 探探探探 訪訪訪訪 
青年青年青年青年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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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短宣分享短宣分享短宣分享短宣分享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排練排練排練排練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排練排練排練排練 

青年青年青年青年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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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青年青年青年青年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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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4/5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6/5 日日日日)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4/6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1/6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3/6 日日日日)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5 22/5 29/5 5/6 12/6 19/6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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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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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論耶穌論耶穌論耶穌論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休休休休 會會會會 

手工藝手工藝手工藝手工藝

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今日今日今日今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9/5 26/5 2/6 9/6 16/6 23/6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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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週活動週活動週活動週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差傳差傳差傳差傳週週週週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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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堂差傳本堂差傳本堂差傳本堂差傳

心志心志心志心志、、、、本本本本

會海宣部會海宣部會海宣部會海宣部

及各地工及各地工及各地工及各地工

場場場場、、、、未聞未聞未聞未聞

福音之民福音之民福音之民福音之民 

--- 

本堂各家本堂各家本堂各家本堂各家

庭庭庭庭、、、、青年青年青年青年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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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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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26/5 2/6 9/6 16/6 23/6 30/6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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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綠綠綠綠))))    

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綠綠綠綠))))    

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    

((((綠綠綠綠))))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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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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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幼麟牧師張幼麟牧師張幼麟牧師張幼麟牧師    黃志輝牧師黃志輝牧師黃志輝牧師黃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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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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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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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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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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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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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周周周周貝如貝如貝如貝如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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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徒徒徒 1 : 6 - 8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9:13-23 

太太太太 28 :18 -20 

詩詩詩詩 67 

彼後彼後彼後彼後 3: 8 -9 

太太太太 9: 35 - 38 

撒下撒下撒下撒下 11: 26 – 

12:10、、、、13-15 

加加加加 2: 15 - 21 

路路路路 7:36 - 8:3 

賽賽賽賽 65 : 1 - 9 

加加加加 3: 23 - 29 

路路路路 8: 26 - 39 

王上王上王上王上 19:15-16,

19 - 21 

加加加加 5:1, 13-25 

路路路路 9: 51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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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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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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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范駿禮    ------------        ------------        ------------    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    ------------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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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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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261, 227261, 227261, 227    

487, 484,487, 484,487, 484,487, 484,    

請差遣我請差遣我請差遣我請差遣我,,,,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8118118118    

300, 333,300, 333,300, 333,300, 333,    

302,302,302,302,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59, 259, 259, 25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9393939    

23, 319,23, 319,23, 319,23, 319,    

321, 411321, 411321, 411321,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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