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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學生時代，影響自己最深的一句說話，是「生命影響生命」。而

當信主之後，正正是基督的生命在影響自己。 

 

因著主日學，筆者重新再細閱一次「使徒行傳」，這是在耶穌復

活升天之後，初期教會正式誕生。當初因著為首的老師被釘十架，

眾人嚇得不敢出門，有人三次不認主，但如今，基督再一次離開，

他們卻得著勇氣走出去，傳講福音。究竟是什麼讓他們走出被追捕

的恐懼? 

 

當然，聖靈的降臨是最重要的一環，而耶穌和他們同在的三年，

並升天前的四十天，正是一種生命的預演。「行公義、好憐憫、存謙

卑的心與上帝同行」，在耶穌的教導下，不是一兩句說話，而是一生

遵行的功課。試比較耶穌傳道的三年，祂所行的事、所宣講的，和

初期教會、使徒、並保羅所行的，是如此一致。 

 

然而，來到今天，當我們領受使命之後，我們又是在活出哪一種

生命？有多少人能坦然無懼的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真正活出基督

的生命來？ 

 

不能否認，在現今多元文化的世代，充斥著太多似是而非的價值

觀，信仰的持守似乎變得不合時宜。政府官員對聖經的引用更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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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信仰在現今社會似乎已跌墮到一定程度，信仰核心隨時可以偷換

概念，更離當初主耶穌的教導越來越遠。一如「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現在變成在茶餘飯後，有餘錢、有時間才

做的閒事，這真的是基督徒的生命嗎？ 

 

人生，只能活一次；沒有重來(take two)，沒得後悔機會。別人對

你的印象不是建基於一刻，不管你曾在教會事奉有多火熱, 要是出

去面對世界時，沒有和基督一同活著，那其他人看到的，也只會是

那個表裡不一的你，還能奢談什麼信仰? 

 

想及此，筆者也不禁反問自己：我的生命有否影響身邊的人？和

他們的相處上，自己能否讓他們也感受到福音的實在？願意和大家

也一同反思這問題，在真道的追求上，彼此提醒，學效基督，以生

命影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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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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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4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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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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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8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9 人人人人；；；；外會會友為外會會友為外會會友為外會會友為 16 人人人人。。。。 

2. 本堂主日學本堂主日學本堂主日學本堂主日學部部部部於於於於 7 月月月月 15-17 日舉辦的暑期聖經班已順利舉行日舉辦的暑期聖經班已順利舉行日舉辦的暑期聖經班已順利舉行日舉辦的暑期聖經班已順利舉行，，，，7 月月月月 17

日之懇親會更有日之懇親會更有日之懇親會更有日之懇親會更有 11 位家長出席參加位家長出席參加位家長出席參加位家長出席參加，，，，氣氛融洽愉快氣氛融洽愉快氣氛融洽愉快氣氛融洽愉快，，，，各人盡興而回各人盡興而回各人盡興而回各人盡興而回。。。。 

3.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舉辦的第二期舉辦的第二期舉辦的第二期舉辦的第二期「「「「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共有六位肢體參加共有六位肢體參加共有六位肢體參加共有六位肢體參加，，，，請記念他們請記念他們請記念他們請記念他們

的學習與實踐及的學習與實踐及的學習與實踐及的學習與實踐及各位導師的講授各位導師的講授各位導師的講授各位導師的講授。。。。  

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彼得團契生活營已於彼得團契生活營已於彼得團契生活營已於彼得團契生活營已於 7 月月月月 29-31 日順利舉行日順利舉行日順利舉行日順利舉行，，，，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24 位團友報名位團友報名位團友報名位團友報名

及及及及 6 位導師參加位導師參加位導師參加位導師參加。。。。團友反應團友反應團友反應團友反應正面正面正面正面，，，，主題信息也能清楚表達主題信息也能清楚表達主題信息也能清楚表達主題信息也能清楚表達，，，，並能促進並能促進並能促進並能促進

團友團友團友團友之間之間之間之間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 

5.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關顧部於關顧部於關顧部於關顧部於 8 月月月月 3 日舉辦之第三次時事課題日舉辦之第三次時事課題日舉辦之第三次時事課題日舉辦之第三次時事課題，，，，主題為貧窮主題為貧窮主題為貧窮主題為貧窮，，，，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28

人出席人出席人出席人出席，，，，參與者積極投入討論參與者積極投入討論參與者積極投入討論參與者積極投入討論，，，，表達不同意見表達不同意見表達不同意見表達不同意見，，，，各人獲益良多各人獲益良多各人獲益良多各人獲益良多，，，，對社對社對社對社

會關心更邁向一步會關心更邁向一步會關心更邁向一步會關心更邁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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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之學道班將於之學道班將於之學道班將於之學道班將於 9 月中旬開課月中旬開課月中旬開課月中旬開課，，，，凡預備於聖誕節洗禮凡預備於聖誕節洗禮凡預備於聖誕節洗禮凡預備於聖誕節洗禮、、、、堅振堅振堅振堅振、、、、過會過會過會過會、、、、

轉堂肢體轉堂肢體轉堂肢體轉堂肢體，，，，請報名參加請報名參加請報名參加請報名參加，，，，詳情稍後公佈詳情稍後公佈詳情稍後公佈詳情稍後公佈。。。。 

7. 本本本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 9 月月月月 1 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除報告上半年除報告上半年除報告上半年除報告上半年

聖工及聖工及聖工及聖工及財政狀況外財政狀況外財政狀況外財政狀況外，，，，亦會選舉下一屆執事亦會選舉下一屆執事亦會選舉下一屆執事亦會選舉下一屆執事。。。。執事提名執事提名執事提名執事提名委員會亦已成立委員會亦已成立委員會亦已成立委員會亦已成立，，，，

分別為吳牧師分別為吳牧師分別為吳牧師分別為吳牧師、、、、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有關教友大會資有關教友大會資有關教友大會資有關教友大會資

料將於稍後送達各位教友料將於稍後送達各位教友料將於稍後送達各位教友料將於稍後送達各位教友，，，，請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教友預留時間出席請教友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共商聖工共商聖工共商聖工。。。。 

8. 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 9 月月月月 20-21 日假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辦日假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辦日假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辦日假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辦 2013 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

「「「「同奔天路同奔天路同奔天路同奔天路」，」，」，」，透過查考雅各書激勵信徒活出信行合一生活透過查考雅各書激勵信徒活出信行合一生活透過查考雅各書激勵信徒活出信行合一生活透過查考雅各書激勵信徒活出信行合一生活，，，，講員為聖公會諸聖講員為聖公會諸聖講員為聖公會諸聖講員為聖公會諸聖

座堂堂主任范晉豪牧師座堂堂主任范晉豪牧師座堂堂主任范晉豪牧師座堂堂主任范晉豪牧師。。。。對象為對象為對象為對象為 18-45 歲有穩定教會生活之信徒歲有穩定教會生活之信徒歲有穩定教會生活之信徒歲有穩定教會生活之信徒。。。。費用費用費用費用：：：：8 月月月月 13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400、、、、8 月月月月 13 日後日後日後日後$600。。。。請踴躍報名請踴躍報名請踴躍報名請踴躍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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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沙田區堂會聯合主辦沙田區堂會聯合主辦沙田區堂會聯合主辦沙田區堂會聯合主辦 2013 聖經課程聖經課程聖經課程聖經課程「「「「智慧人生在箴言智慧人生在箴言智慧人生在箴言智慧人生在箴言」，」，」，」，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10 月月月月 19、、、、26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11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 – 9:30 假信義會救恩堂舉行假信義會救恩堂舉行假信義會救恩堂舉行假信義會救恩堂舉行，，，，講員為黃儀章講員為黃儀章講員為黃儀章講員為黃儀章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伯特利神學院聖經系教授伯特利神學院聖經系教授伯特利神學院聖經系教授伯特利神學院聖經系教授)，，，，費用費用費用費用：：：：每堂每堂每堂每堂$60，，，，全部四堂收全部四堂收全部四堂收全部四堂收$200(全勤回款全勤回款全勤回款全勤回款

$50)。。。。請肢體踴躍報名請肢體踴躍報名請肢體踴躍報名請肢體踴躍報名，，，，詳情可參閱海報詳情可參閱海報詳情可參閱海報詳情可參閱海報。。。。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李金玉婆婆於李金玉婆婆於李金玉婆婆於李金玉婆婆於 7 月月月月 18 日做白內障手術日做白內障手術日做白內障手術日做白內障手術，，，，現康復中現康復中現康復中現康復中。。。。 

2. 謝玉冰婆婆病後雙腳無力謝玉冰婆婆病後雙腳無力謝玉冰婆婆病後雙腳無力謝玉冰婆婆病後雙腳無力，，，，現做針灸治療現做針灸治療現做針灸治療現做針灸治療，，，，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3. 蔡芊庭妹妹早前暈倒入住醫院檢查蔡芊庭妹妹早前暈倒入住醫院檢查蔡芊庭妹妹早前暈倒入住醫院檢查蔡芊庭妹妹早前暈倒入住醫院檢查，，，，現正跟進中現正跟進中現正跟進中現正跟進中，，，，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4. 何智聰弟兄與周貝如姊妹將於何智聰弟兄與周貝如姊妹將於何智聰弟兄與周貝如姊妹將於何智聰弟兄與周貝如姊妹將於 12 月月月月 14 日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結婚典日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結婚典日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結婚典日假信義宗神學院舉行結婚典

禮禮禮禮，，，，本堂謹祝賀他們永結同心本堂謹祝賀他們永結同心本堂謹祝賀他們永結同心本堂謹祝賀他們永結同心，，，，主恩永偕主恩永偕主恩永偕主恩永偕。。。。 

5. 方克信牧師將於方克信牧師將於方克信牧師將於方克信牧師將於 8 月月月月 23-30 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 7 天天天天。。。。 

6. 李思哲弟李思哲弟李思哲弟李思哲弟兄將於兄將於兄將於兄將於 8 月月月月 14 日前往英國留學日前往英國留學日前往英國留學日前往英國留學，，，，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香港特區政府管治班子代香港特區政府管治班子代香港特區政府管治班子代香港特區政府管治班子代禱禱禱禱。。。。 

2. 為為為為世界各地一些國家政治動盪世界各地一些國家政治動盪世界各地一些國家政治動盪世界各地一些國家政治動盪、、、、民生怨憤民生怨憤民生怨憤民生怨憤、、、、經濟不穩經濟不穩經濟不穩經濟不穩、、、、失業高漲失業高漲失業高漲失業高漲禱禱禱禱告告告告(埃埃埃埃

及及及及、、、、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突尼斯突尼斯突尼斯突尼斯、、、、國內國內國內國內)。。。。 

3.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身身身身心靈心靈心靈心靈軟弱的肢體軟弱的肢體軟弱的肢體軟弱的肢體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4. 為為為為本堂肢體靈命成長本堂肢體靈命成長本堂肢體靈命成長本堂肢體靈命成長，，，，教會復興禱告教會復興禱告教會復興禱告教會復興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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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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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八八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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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佈道課關懷佈道課關懷佈道課關懷佈道課程程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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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九九
月月月月 

01(日日日日)     第一次教友大會第一次教友大會第一次教友大會第一次教友大會    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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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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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六六六六)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20202020 周年講座周年講座周年講座周年講座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08(日日日日)     差差差差傳節慶暨感恩傳節慶暨感恩傳節慶暨感恩傳節慶暨感恩、、、、差遣禮差遣禮差遣禮差遣禮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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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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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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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五五五五)     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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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六六六六)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中秋中秋中秋中秋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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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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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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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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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 

 

 有一個伐木工找到了工作，他決心要好好的做下去。 

 
第一天，老板給他一把鋒利異常的斧，叫他到山上伐木。他興致勃勃的上山，一天

下來，砍了十八棵樹。老板嘉許說：「做得好！」 

 
第二天，他還是興致勃勃的上山。不過，一天的成績才砍伐十五棵樹。第三天，他

加倍努力，拼命的砍，但只得十二棵樹。 

 
伐木工覺十分慚愧，跟老板說：「我真沒有用，力氣愈來愈差，砍樹的數目也愈來

愈少！」說著說著，連頭也不敢抬起來！ 

 
老板看著他，微微一笑的說：「你上一次磨斧子，是甚麼時候呢？」 

 
伐木工奇怪的說：「磨斧子？我天天忙著砍樹，哪有時間磨斧子啊！」 

 

…………………………………………………………………………………………… 

 

記得張艾嘉小姐曾經唱過一首流行曲，歌曲的名字叫《忙與盲》。歌詞其中一段說： 

「忙忙忙，忙忙忙，忙是為了自己的理想，還是為了不使別人失望；盲盲盲，盲盲

盲，盲的已經沒有主張，盲的已經失去方向。」 

歌詞說盡了今日的人所謂「忙」的原因。「忙」，是因為顯得自己的重要？還是由於

自己的地位高尚？難怪今天的人，以「Seven Eleven」(早上七點上班，晚上十一點下班)

自傲。但忙碌之餘，我們是否可以「悠閒」下來，看一看自己忙的是甚麼？有甚麼方

法可以不那麼忙？為甚麼忙？ 

 

如果不「悠閒」的看「忙」的話，恐怕將來便會如張艾嘉所唱的 ─ 「盲」了！ 

 

問題討論： 

1. 我們有否嘗試分析忙碌時的心態？ 

2. 忙碌會否使人盲目？ 

「「「「耶穌回答說耶穌回答說耶穌回答說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但是不可少但是不可少但是不可少

的只有一件的只有一件的只有一件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是不能奪去的是不能奪去的是不能奪去的。。。。』』』』」」」」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10 : 4110 : 4110 : 4110 : 41----42424242     

 (節錄自《耕心小語》 葛文偉著 ) 

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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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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求主讓兆麟弟兄按時獲得簽證，早日往泰國學習宣教，造就生命。 

2. 雪玲姑娘需再次申請居留簽證，求主叫一切順利。 

3. 為教會所辦的英文班學生能夠持續用心學習，並有機會得著福音。 

 

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 

1. 為柬埔寨政局早日穩定及新政府能愛護人民祈禱。 

2. 佩玲姑娘及現正在金邊協助的美儀、輝全兩位神學生將於八月十三日回港參加海宣

慶典。 

3. 為 17/12-23/12 柬埔寨短宣七天體驗籌備及招募團員代禱。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為曾牧師夫婦在工場有機會接觸不同的華人，並分享福音。 

2. 求主呼召肢體參加 5/12-29/12 聖誕短宣。 

3. 曾牧師夫婦將於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十二日回港參加海宣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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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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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94 84 90 --- 87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31 24 28 22 --- 26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81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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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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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2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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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6 7 --- 8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9 12 9 9 --- 12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10 5 5 12 --- 8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4 9 14 5 --- 8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4 13 13 9 --- 12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7 1 4 --- 4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9 50 45 34 52 46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1 12 14 13 --- 13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6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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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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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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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9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3/9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4/9 5/9 6/9 7/9 

8/9 
林翠蘭林翠蘭林翠蘭林翠蘭 

9/9 
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 

10/9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 

11/9 12/9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13/9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14/9 

15/9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余潔桃余潔桃余潔桃余潔桃 

16/9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17/9 
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 

18/9 19/9 
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 

20/9 21/9 
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 

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 

22/9 23/9 24/9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 

陳陳陳陳孜孜孜孜孜孜孜孜 

25/9 26/9 27/9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28/9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 

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29/9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30/9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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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八八八八月至月至月至月至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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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24/8 31/8 7/9 14/9 21/9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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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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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魔術魔術魔術 

變變變變變變變變變變變變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點唱站點唱站點唱站點唱站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中秋中秋中秋中秋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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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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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潮潮潮 Term 

世代世代世代世代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中秋中秋中秋中秋 
至營創作至營創作至營創作至營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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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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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王之王棋王之王棋王之王棋王之王 

學習的學習的學習的學習的 

黃金三角黃金三角黃金三角黃金三角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中秋中秋中秋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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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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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中秋中秋中秋中秋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雅各雅各雅各雅各 
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 

三次三次三次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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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21/9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1/9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2/9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4/8 21/8 28/8 4/9 11/9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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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早早早上上上上 1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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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論門耶穌論門耶穌論門耶穌論門

路路路路,果樹果樹果樹果樹,

根基根基根基根基 

福音電影福音電影福音電影福音電影 猜燈謎猜燈謎猜燈謎猜燈謎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8/8 25/8 1/9 8/9 15/9 22/9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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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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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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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次教第一次教第一次教第一次教

友大會及友大會及友大會及友大會及

執事改選執事改選執事改選執事改選 

--- 

本堂成年本堂成年本堂成年本堂成年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各種各種各種各種

壓力壓力壓力壓力,身心身心身心身心

靈健康靈健康靈健康靈健康,信信信信

仰持守仰持守仰持守仰持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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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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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25/8 1/9 8/9 15/9 22/9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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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七主日第十七主日第十七主日第十七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八主日第十八主日第十八主日第十八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九主日第十九主日第十九主日第十九主日    

((((綠綠綠綠))))    

領領領領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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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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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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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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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玉藩牧師胡玉藩牧師胡玉藩牧師胡玉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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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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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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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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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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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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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箴箴箴 25: 6 - 7 

來來來來 13 :1 - 8, 

15 - 16 

路路路路 14:1,7-14 

申申申申 30: 15- 20

門門門門 1 : 21 

路路路路 14: 25- 33 

出出出出 32: 7- 14 

提前提前提前提前 1: 12- 17 

路路路路 15 : 1 - 10 

摩摩摩摩 8 : 4 - 7 

提前提前提前提前 2 : 1 -7 

路路路路 16: 1 - 13 

摩摩摩摩 6: 1 上上上上, 

4 – 7 

提前提前提前提前 6: 6-19 

路路路路 16: 19 -31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黃黃黃黃碧瑤碧瑤碧瑤碧瑤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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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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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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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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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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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 198,6, 198,6, 198,6, 198,    

480, 225480, 225480, 22548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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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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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19,1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52,52,52,52,    

498, 433498, 433498, 433498, 433    

6, 364,6, 364,6, 364,6, 36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0,90,90,90,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59, 388259, 388259, 388259, 388    

13, 349,13, 349,13, 349,13, 34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6,86,86,86,    

321321321321    

206,206,206,20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1,111,111,111,    

415,415,415,415,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3, 225263, 225263, 225263, 225    

323, 357,323, 357,323, 357,323, 35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1,101,101,101,    

490490490490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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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的大愛主的大愛主的大愛主的大愛    
我心尊主為大我心尊主為大我心尊主為大我心尊主為大    

佳佳佳佳    49494949    
------------    

主的大愛主的大愛主的大愛主的大愛    

佳佳佳佳 56 56 56 56 佳佳佳佳 70707070    
------------    

小小小小 74747474    除了耶除了耶除了耶除了耶

穌以外穌以外穌以外穌以外        

彩色拼圖彩色拼圖彩色拼圖彩色拼圖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李李李        慈慈慈慈        英英英英    梁梁梁梁                    笑笑笑笑                    琼琼琼琼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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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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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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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梁梁梁梁            健健健健            華華華華    譚譚譚譚                            志志志志                            雄雄雄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