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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欠欠欠欠生生生生命命命命一份神蹟一份神蹟一份神蹟一份神蹟》》》》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耀眼的生命是個神蹟，人人都應該擁有起碼一個生命的神蹟。今

天你若仍然暗淡黯然，你就是欠生命一份神蹟。」這是楊牧谷牧師在《你

欠生命一份神蹟》一書中提到的。你的生命耀眼嗎？你是否欠生命一份

神蹟？ 

 

筆者於七月初參加了一個夏令營，主題正是「還生命一份神蹟」。神

蹟就是一些有上帝參與的事，不一定是驚世奇聞，也不一定是超自然。

神蹟的用意，在約翰福音 20：30－31 已說得很清楚：「「「「耶穌在門徒面前耶穌在門徒面前耶穌在門徒面前耶穌在門徒面前，，，，

另外行了許多神蹟另外行了許多神蹟另外行了許多神蹟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沒有記在這書上沒有記在這書上沒有記在這書上。。。。但記這些事但記這些事但記這些事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要叫你們信耶穌是要叫你們信耶穌是要叫你們信耶穌是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是是是是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的兒子的兒子的兒子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並且叫你們信了他並且叫你們信了他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並且要令人的生命更豐盛和滿溢。當我正在察看自己有否經歷生命的神

蹟，立時，622 青年佈道會當天的景象在我腦海歷歷在目。猶記得佈道

會前的主日，牧者仍在勸慰我們，即使一位新朋友也沒有也不要緊，只

管信心的交上；在佈道會前一晚狂風大作，小信的我仍在懷疑：莫非上

帝不看顧？但我記著牧者的一句話：「只管信心的交上！」 

 

青年佈道會當天，我看見了神蹟！首先是雨水和狂風在佈道會開始

前停住了；神蹟是在沒派傳單的情況下，上帝感動了十數位新朋友，連

同教會肢體共六十多人一同喜樂地聚集在這禮堂；其實，即使沒有一位

新朋友，神蹟也已發生了，無數的小片段印在我的腦海：在上帝恩手帶

領下，破冰遊戲讓大家頓變成 Facebook 好友，惹笑的詩歌舞蹈叫害羞的

青年人變得雀躍，簡單而精彩的默劇觸動人心 ，簡短的訊息分享一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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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佈道會結束時，吃著教友的愛心食物，新朋友和教友們仍在分享

信仰…… 果真如保羅所說：「「「「萬事都互相效力萬事都互相效力萬事都互相效力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

((((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 8888：：：：28)28)28)28)。我們每個卑微地為上帝獻出一分力的，看見上帝的悅

納和大大的使用，拼湊成一幅同心而溫馨的圖畫！ 

 

在事奉上感到乏力的朋友呀！讓我們互相勉勵：上帝要與你同工，

祂的恩總不離開你，祂也必顧念沐恩堂；對「佈道」感到有心、無心、

有力、無力的朋友呀！好想在此分享楊牧師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每

個人生命中都有一份神蹟，而啟動神蹟的按鈕就掌握在人的手裏。」當

然，神蹟是上帝按自己心意賜下的，但你願意啟動神蹟的按鈕，決心為

主所用，盼望在自己的生命中讓人看見「「「「神神神神」」」」的足「「「「蹟蹟蹟蹟」」」」嗎？ 

 

今年，教會選擇了憑信心舉辦這個佈道會，讓我看到上帝賜給教會

這恩典滿滿的一個神蹟。我們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有一個怎樣的神蹟，

決定權在上帝，但生命的的神蹟，必有上帝和人的參與。 

 

正在招募、即將開課的「關懷佈道」課程，會否是你啟動生命的神

蹟的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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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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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3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0 人人人人；；；；

長者崇拜人數平均為長者崇拜人數平均為長者崇拜人數平均為長者崇拜人數平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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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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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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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本年度之差傳信心認獻共收到本年度之差傳信心認獻共收到本年度之差傳信心認獻共收到本年度之差傳信心認獻共收到$12,000，，，，超出目標超出目標超出目標超出目標$8,000。。。。 

3.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於於於於 6 月月月月 22 日之青年佈道會約有日之青年佈道會約有日之青年佈道會約有日之青年佈道會約有 60 人出席人出席人出席人出席，，，，其中新朋友其中新朋友其中新朋友其中新朋友 12 人人人人，，，，喜喜喜喜

見肢體積極邀請未信主親友赴會而感恩見肢體積極邀請未信主親友赴會而感恩見肢體積極邀請未信主親友赴會而感恩見肢體積極邀請未信主親友赴會而感恩，，，，請請請請為日後的跟進禱告為日後的跟進禱告為日後的跟進禱告為日後的跟進禱告。。。。  

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栽培部將於栽培部將於栽培部將於栽培部將於 7 月底至十月初舉辦月底至十月初舉辦月底至十月初舉辦月底至十月初舉辦「「「「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 (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鼓鼓鼓鼓

勵肢體學習怎樣活出和分享基督的愛勵肢體學習怎樣活出和分享基督的愛勵肢體學習怎樣活出和分享基督的愛勵肢體學習怎樣活出和分享基督的愛，，，，請盡速報名請盡速報名請盡速報名請盡速報名。。。。 

5. 本堂主日學部於本堂主日學部於本堂主日學部於本堂主日學部於 7 月月月月 15-17 日舉辦之日舉辦之日舉辦之日舉辦之 <聖地遊聖地遊聖地遊聖地遊> 暑期聖經班已滿額暑期聖經班已滿額暑期聖經班已滿額暑期聖經班已滿額，，，，

而彼得團契於而彼得團契於而彼得團契於而彼得團契於 7 月月月月 29-31 日舉辦之生活營尚有少量日舉辦之生活營尚有少量日舉辦之生活營尚有少量日舉辦之生活營尚有少量名額名額名額名額，，，，歡迎升中一歡迎升中一歡迎升中一歡迎升中一

至中三學生及教友子女參加至中三學生及教友子女參加至中三學生及教友子女參加至中三學生及教友子女參加。。。。詳情請向幹事查詢詳情請向幹事查詢詳情請向幹事查詢詳情請向幹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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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堂關顧部將於本堂關顧部將於本堂關顧部將於本堂關顧部將於 8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 – 6 時舉行第三次時事課題時舉行第三次時事課題時舉行第三次時事課題時舉行第三次時事課題，，，，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貧窮貧窮貧窮貧窮，，，，請所有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所有肢體預留時間出席，，，，一同參與一同參與一同參與一同參與、、、、分享分享分享分享、、、、關心社會關心社會關心社會關心社會。。。。 

7. 本本本本會海宣部至今已成立二十年會海宣部至今已成立二十年會海宣部至今已成立二十年會海宣部至今已成立二十年，，，，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 9 月舉行一連串節慶聚會月舉行一連串節慶聚會月舉行一連串節慶聚會月舉行一連串節慶聚會，，，，

分別有分別有分別有分別有：：：：9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 牧養交流事工分享會牧養交流事工分享會牧養交流事工分享會牧養交流事工分享會、、、、9 月月月月 7 日日日日 「「「「使人得力的領導使人得力的領導使人得力的領導使人得力的領導」」」」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9 月月月月 8 日日日日 感恩崇拜及晚宴感恩崇拜及晚宴感恩崇拜及晚宴感恩崇拜及晚宴。。。。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詳情請向鄭翠瓊詳情請向鄭翠瓊詳情請向鄭翠瓊詳情請向鄭翠瓊

執事查詢執事查詢執事查詢執事查詢。。。。 

8. 有關颱風或黑雨期間有關颱風或黑雨期間有關颱風或黑雨期間有關颱風或黑雨期間，，，，本堂之措施如下本堂之措施如下本堂之措施如下本堂之措施如下：：：：聚會前兩小時懸掛八號颱風或黑雨警聚會前兩小時懸掛八號颱風或黑雨警聚會前兩小時懸掛八號颱風或黑雨警聚會前兩小時懸掛八號颱風或黑雨警

告告告告，，，，所有聚會取消所有聚會取消所有聚會取消所有聚會取消；；；；八號颱風或黑雨除下後兩小時八號颱風或黑雨除下後兩小時八號颱風或黑雨除下後兩小時八號颱風或黑雨除下後兩小時，，，，所有聚會恢復所有聚會恢復所有聚會恢復所有聚會恢復。。。。若紅雨警告若紅雨警告若紅雨警告若紅雨警告

訊號生效訊號生效訊號生效訊號生效，，，，中中中中、、、、小學團契及兒童主日學暫停小學團契及兒童主日學暫停小學團契及兒童主日學暫停小學團契及兒童主日學暫停。。。。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彭雅頌伉儷之幼子晉華之手術幾經波折已完成彭雅頌伉儷之幼子晉華之手術幾經波折已完成彭雅頌伉儷之幼子晉華之手術幾經波折已完成彭雅頌伉儷之幼子晉華之手術幾經波折已完成，，，，現在家休養現在家休養現在家休養現在家休養，，，，

並需觀察一段時間並需觀察一段時間並需觀察一段時間並需觀察一段時間，，，，求上帝醫治看顧求上帝醫治看顧求上帝醫治看顧求上帝醫治看顧。。。。 

2. 李素儀姊妹之電療療程暫李素儀姊妹之電療療程暫李素儀姊妹之電療療程暫李素儀姊妹之電療療程暫告一段落告一段落告一段落告一段落，，，，現正服用標靶藥作跟進現正服用標靶藥作跟進現正服用標靶藥作跟進現正服用標靶藥作跟進。。。。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

暫未出現太大的副作用暫未出現太大的副作用暫未出現太大的副作用暫未出現太大的副作用。。。。 

3. 朱朱朱朱婉婷姊妹腰患需以水療方式醫治婉婷姊妹腰患需以水療方式醫治婉婷姊妹腰患需以水療方式醫治婉婷姊妹腰患需以水療方式醫治，，，，求主幫助求主幫助求主幫助求主幫助。。。。 

4. 朱婉婷姊妹之嫲嫲已於朱婉婷姊妹之嫲嫲已於朱婉婷姊妹之嫲嫲已於朱婉婷姊妹之嫲嫲已於 6 月月月月 20 日接受洗禮日接受洗禮日接受洗禮日接受洗禮，，，，她已於她已於她已於她已於 7 月月月月 11 日主懷安日主懷安日主懷安日主懷安

息息息息，，，，求上帝安慰其家人求上帝安慰其家人求上帝安慰其家人求上帝安慰其家人。。。。 

5. 謝玉冰婆婆身體不適謝玉冰婆婆身體不適謝玉冰婆婆身體不適謝玉冰婆婆身體不適，，，，入住威爾斯醫院入住威爾斯醫院入住威爾斯醫院入住威爾斯醫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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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月月月 19 – 27 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 8 天天天天，，，，吳麗卿牧師將於吳麗卿牧師將於吳麗卿牧師將於吳麗卿牧師將於 7 月月月月 26 – 

8 月月月月 2 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 7 天天天天，，，，肢體在這兩段期間有需要請聯絡方克信牧師肢體在這兩段期間有需要請聯絡方克信牧師肢體在這兩段期間有需要請聯絡方克信牧師肢體在這兩段期間有需要請聯絡方克信牧師。。。。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四川水災所造成的生命及財產損失四川水災所造成的生命及財產損失四川水災所造成的生命及財產損失四川水災所造成的生命及財產損失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2. 為為為為香港民生香港民生香港民生香港民生、、、、政局穩定政局穩定政局穩定政局穩定、、、、管治代管治代管治代管治代禱禱禱禱。。。。 

3. 為為為為教會暑期活動及營會教會暑期活動及營會教會暑期活動及營會教會暑期活動及營會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4. 為為為為身體軟弱的肢體身體軟弱的肢體身體軟弱的肢體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5. 為為為為中六文憑試放榜及其學習前途中六文憑試放榜及其學習前途中六文憑試放榜及其學習前途中六文憑試放榜及其學習前途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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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8 月行月行月行月行事曆事曆事曆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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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七七

月月月月 

 

15 – 17     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    小一至小六小一至小六小一至小六小一至小六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21(日日日日)     泰國短宣九天體驗團泰國短宣九天體驗團泰國短宣九天體驗團泰國短宣九天體驗團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 

26(五五五五)     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    ((((四四四四))))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28(日日日日)     栽培部部會栽培部部會栽培部部會栽培部部會    相關部員相關部員相關部員相關部員 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 

28(日日日日)     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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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31     彼得生活營彼得生活營彼得生活營彼得生活營    升中一至中三升中一至中三升中一至中三升中一至中三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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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八八
月月月月 

02(五五五五)     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    ((((一一一一))))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03(六六六六)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本本本本堂肢體堂肢體堂肢體堂肢體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03(六六六六)     柬埔寨短宣七天體驗團柬埔寨短宣七天體驗團柬埔寨短宣七天體驗團柬埔寨短宣七天體驗團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 

04(日日日日)     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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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    本會教牧本會教牧本會教牧本會教牧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06(二二二二)     青少年營會青少年營會青少年營會青少年營會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 

07(三三三三)     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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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五五五五)     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    ((((二二二二))))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14(三三三三)     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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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五五五五)     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    ((((三三三三))))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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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部員相關部員相關部員相關部員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21(三三三三)     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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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五五五五)     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節期旗飾製作班    ((((四四四四))))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24(六六六六)     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團契部部會    相關部員相關部員相關部員相關部員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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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三三三三)     高小營會高小營會高小營會高小營會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28(三三三三)     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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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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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我錯了！ 
我滿懷欣喜的來到你面前，想把我的美好經驗跟你分享， 

但•••你似乎無慟於衷！ 

為此，我失望；我對我主說：「為何人不明白我的好意？」 

我不忍眼白白的見着你在迷失中，一心要扶你一把， 

但•••你竟然拒絶，反倒愈走愈遠！ 

為此，我憤怒；我對我主說：「為何人心如此剛硬？」 

我知道你此刻的苦情，很想與你分享基督的愛， 

但•••我實在不知該如何開口！ 

為此，我放棄；我對我主說：「罷了，我沒有傳福音的恩賜！」 

倘若你曾有過以上的想法，你──的確錯了！ 

但‧‧‧錯在哪裡呢？ 

找本堂兩位肢體，在課程期間作你的代禱者；然後盡快向方牧師報名吧！ 

 
 

 

沐恩堂關懷佈道課程沐恩堂關懷佈道課程沐恩堂關懷佈道課程沐恩堂關懷佈道課程（（（（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    
第一階段上課時間第一階段上課時間第一階段上課時間第一階段上課時間：：：：7777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8888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2:002:002:002:00----5:30 PM5:30 PM5:30 PM5:30 PM    

第二階段上課時間第二階段上課時間第二階段上課時間第二階段上課時間：：：：8888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10101010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逢星期三逢星期三逢星期三逢星期三））））    

7:7:7:7:45454545----9:00 PM9:00 PM9:00 PM9:00 PM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每位約港幣每位約港幣每位約港幣每位約港幣 160160160160 元正元正元正元正（（（（用於購買兩本課本用於購買兩本課本用於購買兩本課本用於購買兩本課本））））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本堂已受洗之教友本堂已受洗之教友本堂已受洗之教友本堂已受洗之教友    
 

「「「「怎樣活出和分享基督的愛怎樣活出和分享基督的愛怎樣活出和分享基督的愛怎樣活出和分享基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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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 今年是本會海宣部成立今年是本會海宣部成立今年是本會海宣部成立今年是本會海宣部成立 20 週年週年週年週年，，，， 

歡迎出席感恩活動歡迎出席感恩活動歡迎出席感恩活動歡迎出席感恩活動，，，，同頌主恩同頌主恩同頌主恩同頌主恩！！！！ 

2013 年 9 月 8 日(星期日)    下午 3-5 時      

第四屆差傳節慶暨宣教士差遣禮&兒童差傳天地    地點:真理堂 

2013 年 9 月 8 日(星期日)    下午 6 時     

感恩晚宴    地點:油麻地好彩海鮮酒家 

有興趣請與牧者或翠瓊聯絡有興趣請與牧者或翠瓊聯絡有興趣請與牧者或翠瓊聯絡有興趣請與牧者或翠瓊聯絡! 

為本會海宣部各工場代禱： 

泰國 

1. 各堂會在經濟自養方面能找到出路，並落實實踐 

2. 泰國童工問題日益嚴重，求叫政府妥善解決童工問題 

3. 盼望兆麟弟兄簽證順利批出，得以如期出工場 

柬埔寨 

1. 有韓國宣教士一家六口，在柬埔寨搬移工場途中遭車禍，四人失去生命，只餘下大

女十二歲（已切去左手）及三歲幼女，為她們健康成長祈禱 

2. 暑期泰國及柬埔寨短宣隊各方面預備 

3. 陳慧玲牧師及佩玲都正努力學習柬文，求主賜智慧 

斐濟 

1. 為曾國輝牧師夫婦有愛心、耐心服侍斐濟華人禱告 

其他 

1. 至六月底，海宣部奉獻收入稀少，財務出現不敷，請記念。 

＜奉獻支票抬頭祈付“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聖誕短宣體驗團招募 
 

        1.  柬埔寨短宣六天體驗團 : 17/12–23/12 

          名額: 10 位 <報名從速> 

       2.  斐濟短宣體驗團：5/12 – 28/12 

          名額：6 位 截止報名日期：15/8 

主恩同行主恩同行主恩同行主恩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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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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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73 80 88 83 83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3 24 29 25 --- 25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90 --- 6 --- --- 48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11 13 15 8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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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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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7 5 8 9 8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20 7 11 7 11 11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14 9 4 7 7 8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6 7 11 9 6 8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3 12 15 10 6 11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4 8 14 --- 9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3 --- 51 50 --- 51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4 8 12 --- 11 11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8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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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7 3/7 4/7 5/7 6/7 
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 

7/7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8/7 9/7 10/7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 

11/7 
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 

12/7 13/7 

14/7 15/7 

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 

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 

16/7 17/7 18/7 19/7 
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 

20/7 

21/7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22/7 
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 

23/7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詹振強詹振強詹振強詹振強 

24/7 
廖鳳弟廖鳳弟廖鳳弟廖鳳弟 

25/7 26/7 
*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27/7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28/7 
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 

29/7 30/7 31/7 1/8 
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 

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 

2/8 
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 

3/8 

4/8 5/8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朱花平朱花平朱花平朱花平 

李素儀李素儀李素儀李素儀 

6/8 7/8 8/8 9/8 10/8 
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 

11/8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12/8 13/8 14/8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15/8 
*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 

16/8 

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 

17/8 

18/8 

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 

19/8 

吳君誠吳君誠吳君誠吳君誠 

20/8 
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 

21/8 22/8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 

23/8 
*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 

24/8 

25/8 
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 

26/8 
畢畢畢畢  森森森森 

27/8 28/8 29/8 30/8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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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七七七七月至月至月至月至八八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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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27/7 3/8 10/8 17/8 24/8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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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 
別出心裁別出心裁別出心裁別出心裁 

時事知時事知時事知時事知 

多少多少多少多少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我都做我都做我都做我都做 

得到得到得到得到 
棋王大賽棋王大賽棋王大賽棋王大賽 

Friend 
Friend  
少年時少年時少年時少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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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選右擇左選右擇左選右擇左選右擇 一團人一團人一團人一團人 文武鬥文武鬥文武鬥文武鬥 II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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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齡球保齡球保齡球保齡球 

友誼賽友誼賽友誼賽友誼賽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讀書讀書讀書讀書 

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 

十六型十六型十六型十六型 

人格人格人格人格 
愛愛愛愛 筵筵筵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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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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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令夏令夏令夏令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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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8/7 日日日日)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9/8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6/8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5/8 日日日日)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7 24/7 7/8 14/8 21/8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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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週見證週見證週見證週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耶穌論耶穌論耶穌論耶穌論 

論斷人論斷人論斷人論斷人 
溫習週溫習週溫習週溫習週 福音粵曲福音粵曲福音粵曲福音粵曲 

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 

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4/7 21/7 28/7 4/8 11/8 18/8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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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業禮結業禮結業禮結業禮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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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堂青年本堂青年本堂青年本堂青年

人求學人求學人求學人求學/就就就就

業業業業、、、、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青年人善青年人善青年人善青年人善

用暑假用暑假用暑假用暑假 

--- 

本堂主日本堂主日本堂主日本堂主日

學服事學服事學服事學服事、、、、本本本本

堂少年人堂少年人堂少年人堂少年人

的信仰的信仰的信仰的信仰、、、、學學學學

生團契生團契生團契生團契 

--- 

候選執事候選執事候選執事候選執事

心志心志心志心志、、、、升升升升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中一中一中一中一

學生預備學生預備學生預備學生預備

迎接改變迎接改變迎接改變迎接改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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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八八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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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21/7 28/7 4/8 11/8 18/8 25/8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八主日第八主日第八主日第八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九主日第九主日第九主日第九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主日第十主日第十主日第十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一主第十一主第十一主第十一主日日日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二主日第十二主日第十二主日第十二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三主日第十三主日第十三主日第十三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四主日第十四主日第十四主日第十四主日    

((((綠綠綠綠))))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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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冼杞烈校長冼杞烈校長冼杞烈校長冼杞烈校長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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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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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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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朱小琪教朱小琪教朱小琪教朱小琪教師師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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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申申申申 30 :9 - 14 

西西西西 1 :1 - 14 

路路路路 10: 25 -37 

出出出出 3:1-6,12、、、、 

4 : 1 - 5, 

申申申申 34:10-12 

羅羅羅羅 12: 1 – 8 

路路路路 10: 38 - 42 

創創創創 18: 20-32 

西西西西 2: 6 - 19 

路路路路 11: 1-13 

傳傳傳傳 1:2,12-14, 

2: 18 – 23 

西西西西 3: 1 – 11 

路路路路 12: 13-21 

創創創創 15: 1 – 6 

來來來來 11 : 1 - 3, 

8 – 16 

路路路路 12: 32 - 40 

耶耶耶耶 23: 23- 29 

來來來來 11: 29 - 

12 : 2 

路路路路 12: 49- 56 

賽賽賽賽 58:9 下下下下-14 

來來來來 12: 18- 29 

路路路路 13: 1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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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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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    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24,24,24,24,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52,52,52,52,    

398,398,398,398,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3,63,63,63,    

433433433433    

44, 370,44, 370,44, 370,44, 370,    

37437437437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5115115115    

5, 244,5, 244,5, 244,5, 24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5,95,95,95,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5,42765,42765,42765,427    

20, 420,20, 420,20, 420,20, 420,    

408, 417408, 417408, 417408, 417    

25, 486,25, 486,25, 486,25, 48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8,88,88,88,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3,41563,41563,41563,415    

6, 198,6, 198,6, 198,6, 198,    

480, 225480, 225480, 225480, 225    

216, 397,216, 397,216, 397,216, 39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9,89,89,89,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5,49865,49865,49865,498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    
佳佳佳佳 9 9 9 9 除了耶穌除了耶穌除了耶穌除了耶穌

以外以外以外以外    小小小小 108108108108    
------------    

佳佳佳佳 122122122122 佳佳佳佳 71717171    

佳佳佳佳 111124242424    
------------    

同心聚集同心聚集同心聚集同心聚集    

佳佳佳佳 76767676 佳佳佳佳 127127127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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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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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溫溫溫溫                    家家家家                    浩浩浩浩    盧盧盧盧                            韻韻韻韻                            怡怡怡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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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