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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刊刊刊 

                 《《《《上帝能做的只有愛上帝能做的只有愛上帝能做的只有愛上帝能做的只有愛》》》》             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在教會的日子越久，越有感除了去愛，沒有其他辦法。 
  
這是一個秋風送爽的早晨，我坐著，思想著書上所寫的一句：
「上帝能做的只有愛」。 
 
上帝明明「能做」很多。為何說祂能做的只有愛？ 
 
浪子比喻裡的那個父親，能做的也很多，例如不要分家產，
又或者小兒子敗金後不要讓他回來就是了。可是那父親還是
等他回來。 
 
上帝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進入迦南美地；在曠野與他們
同行、餵食，以色列人卻一次又一次的背道。上帝用了很多
很多方法，呼籲他們回轉。 
 
主耶穌降世為成就天父的旨意，最後被釘死十字架上。雖然
最後被人釘死、為人而死，祂在世的時候，豈不還是到處傳
講天國的福音、觸摸並醫治患病者的身心、接納和寬恕罪人，
親身與人同行，使無望的人知道這世上還有盼望嗎？祂從死
裡復活，勝過死亡，開了一條回家的道路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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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真的明白上帝的愛有多長闊高深呢？如果此刻我們都可
以停下思想那多好！我們永不能像天父愛我們這樣去愛祂，
甚或愛身邊的人，但哪怕只是一點點愛，發自我們的內心，
祂也會知道的，因為祂比我們的心大，一切事沒有不知道的。 
 
上帝能做的只有愛，不是因為祂不能做其他的事，而是因為
「祂是愛」、「祂是愛我們」、「祂只選擇以愛與我們聯繫」。祂
總是在這裡，默然愛我們。我們也許傻傻的背著祂走了很遠，
卻因為祂總在這裡，以愛呼喚、以愛連繫、以愛牽引、以愛
領回，我們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沒有愛，就沒有回家的可能，因為有愛的地方才是個家，愛
也是歸家的路。 
 
數年前，我曾因事奉感乏力而埋怨弟兄姊妹，為少年人離開
不再回教會而埋怨教會做得不好，亦曾因領我成長的肢體轉
會而感到困惱。這兩年有機會擔任執事，天父卻讓我看到了
之前看不到的東西，明白到從前不理解的東西。其實，我們
都是白白領受上帝這份愛的，在彼此相愛上都有虧欠。現在
的我，懂得為自己在這教會中而感恩了。 
 
弟兄姊妹，今天若我們認定大家是要並肩而行的人，就要更
懂得珍惜彼此的相聚，學習分擔彼此的擔子，而不再只想著
自己有沒有得著甚麼。看到已經盡了力的大家，你會想起「盡
了力還是這樣，看來無望！」，還是「我要起來與他們同行！」
呢？上帝在呼召跟從祂的人，讓他們學習彼此相愛，並共同
承擔傳福音的使命！我們起來回應祂好不好？ 
 
沐恩堂誠然是沐浴在上帝恩典之中的堂會，多麼盼望能與弟
兄姊妹一同走這艱難卻又喜樂的天國路，回應天父那份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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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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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4 人人人人；；；；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崇拜人數平均為崇拜人數平均為崇拜人數平均為崇拜人數平均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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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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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人人人人。。。。 

2. 本年聖誕節將有伍雪英本年聖誕節將有伍雪英本年聖誕節將有伍雪英本年聖誕節將有伍雪英、、、、曾煥傳太太曾煥傳太太曾煥傳太太曾煥傳太太、、、、楊芷茵接受成人洗楊芷茵接受成人洗楊芷茵接受成人洗楊芷茵接受成人洗禮禮禮禮，，，，范晉華接受范晉華接受范晉華接受范晉華接受

嬰兒洗禮嬰兒洗禮嬰兒洗禮嬰兒洗禮，，，，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黃頌怡及梁希瑤接受堅信禮黃頌怡及梁希瑤接受堅信禮黃頌怡及梁希瑤接受堅信禮黃頌怡及梁希瑤接受堅信禮，，，，請為上述肢體代禱守望請為上述肢體代禱守望請為上述肢體代禱守望請為上述肢體代禱守望。。。。 

3.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2014 年為年為年為年為 60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2014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9 日下午舉行啟動禮暨步行籌日下午舉行啟動禮暨步行籌日下午舉行啟動禮暨步行籌日下午舉行啟動禮暨步行籌

款款款款，，，，本堂備有表格與參加者索取本堂備有表格與參加者索取本堂備有表格與參加者索取本堂備有表格與參加者索取，，，，請肢體踴躍參加請肢體踴躍參加請肢體踴躍參加請肢體踴躍參加。。。。 

4. 信義宗神學院將於信義宗神學院將於信義宗神學院將於信義宗神學院將於 11 月月月月 24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4:00 假真理堂舉行假真理堂舉行假真理堂舉行假真理堂舉行「「「「百周年感恩崇拜百周年感恩崇拜百周年感恩崇拜百周年感恩崇拜」，」，」，」，

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同頌主恩同頌主恩同頌主恩同頌主恩。。。。 

5.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總辦因於總辦因於總辦因於總辦因於 10 月月月月 2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2 月月月月 6 日期間進行裝修工程日期間進行裝修工程日期間進行裝修工程日期間進行裝修工程，，，，辦公室將移至信辦公室將移至信辦公室將移至信辦公室將移至信

義樓二樓運作義樓二樓運作義樓二樓運作義樓二樓運作，，，，請肢體垂注請肢體垂注請肢體垂注請肢體垂注。。。。 

6. 本本本本堂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堂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堂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堂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 12 月月月月 29 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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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蔡雲婆婆因轉換新的女傭未上任蔡雲婆婆因轉換新的女傭未上任蔡雲婆婆因轉換新的女傭未上任蔡雲婆婆因轉換新的女傭未上任，，，，暫未能回教會聚會暫未能回教會聚會暫未能回教會聚會暫未能回教會聚會，，，，而其日常生活也需而其日常生活也需而其日常生活也需而其日常生活也需

家人輪流照顧家人輪流照顧家人輪流照顧家人輪流照顧。。。。 

2. 李金玉婆婆因風濕關節疼痛及氣管收窄李金玉婆婆因風濕關節疼痛及氣管收窄李金玉婆婆因風濕關節疼痛及氣管收窄李金玉婆婆因風濕關節疼痛及氣管收窄，，，，曾兩度入住醫院曾兩度入住醫院曾兩度入住醫院曾兩度入住醫院，，，，現正排期等待現正排期等待現正排期等待現正排期等待

骨科診治骨科診治骨科診治骨科診治。。。。 

3. 連珮瑩嫲嫲之喪禮已於連珮瑩嫲嫲之喪禮已於連珮瑩嫲嫲之喪禮已於連珮瑩嫲嫲之喪禮已於 10 月月月月 30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而張少芳姊妹之大哥喪禮亦於而張少芳姊妹之大哥喪禮亦於而張少芳姊妹之大哥喪禮亦於而張少芳姊妹之大哥喪禮亦於 10

月月月月 30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求主安慰她們求主安慰她們求主安慰她們求主安慰她們。。。。 

4. 連家輝連家輝連家輝連家輝、、、、冼冼冼冼慧敏伉儷於慧敏伉儷於慧敏伉儷於慧敏伉儷於 10 月月月月 12 日榮升第一任父母日榮升第一任父母日榮升第一任父母日榮升第一任父母，，，，母女平安母女平安母女平安母女平安。。。。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於聖誕節接受洗禮的肢體禱告於聖誕節接受洗禮的肢體禱告於聖誕節接受洗禮的肢體禱告於聖誕節接受洗禮的肢體禱告，，，，求主堅立其信心求主堅立其信心求主堅立其信心求主堅立其信心。。。。 

2. 為為為為本本本本堂堂堂堂 2014 年教會聖工計劃及各執事年教會聖工計劃及各執事年教會聖工計劃及各執事年教會聖工計劃及各執事、、、、同工之身心靈及服事禱告同工之身心靈及服事禱告同工之身心靈及服事禱告同工之身心靈及服事禱告。。。。 

3. 為為為為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2014 年年年年 60 周年會慶各項慶典籌備工作周年會慶各項慶典籌備工作周年會慶各項慶典籌備工作周年會慶各項慶典籌備工作，，，，如租借場地等代禱如租借場地等代禱如租借場地等代禱如租借場地等代禱。。。。 

4. 為為為為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電視不獲發電視不獲發電視不獲發電視不獲發牌牌牌牌、、、、南丫海難調查跟進南丫海難調查跟進南丫海難調查跟進南丫海難調查跟進、、、、菲律賓人質菲律賓人質菲律賓人質菲律賓人質賠償賠償賠償賠償處理處理處理處理等造成爭等造成爭等造成爭等造成爭

抝抝抝抝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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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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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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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日日日)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本堂執事本堂執事本堂執事本堂執事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17(日日日日)     詩班指揮集思詩班指揮集思詩班指揮集思詩班指揮集思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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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日日日)     社會服務部周年感恩大會社會服務部周年感恩大會社會服務部周年感恩大會社會服務部周年感恩大會    相關人士相關人士相關人士相關人士 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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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日日日)     信神百周年感恩崇拜信神百周年感恩崇拜信神百周年感恩崇拜信神百周年感恩崇拜    所有人士所有人士所有人士所有人士 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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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01(日日日日)     詩班員分享會詩班員分享會詩班員分享會詩班員分享會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成人詩班成人詩班成人詩班成人詩班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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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日日日日)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本堂執事本堂執事本堂執事本堂執事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25(三三三三)     聖誕崇拜暨聯歡聚餐聖誕崇拜暨聯歡聚餐聖誕崇拜暨聯歡聚餐聖誕崇拜暨聯歡聚餐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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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日日日)     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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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鮮奶一杯鮮奶一杯鮮奶一杯鮮奶    

    一個窮學生挨著餓一個窮學生挨著餓一個窮學生挨著餓一個窮學生挨著餓，，，，一家一戶推銷貨品一家一戶推銷貨品一家一戶推銷貨品一家一戶推銷貨品。。。。他實在餓得發昏了他實在餓得發昏了他實在餓得發昏了他實在餓得發昏了；；；；於於於於
是決定到下一家時是決定到下一家時是決定到下一家時是決定到下一家時，，，，順道要點吃的順道要點吃的順道要點吃的順道要點吃的。。。。    

    一位貌美的小女孩來應門一位貌美的小女孩來應門一位貌美的小女孩來應門一位貌美的小女孩來應門。。。。面對這個美若天仙的女孩面對這個美若天仙的女孩面對這個美若天仙的女孩面對這個美若天仙的女孩，，，，他竟失去他竟失去他竟失去他竟失去
了求食的勇氣了求食的勇氣了求食的勇氣了求食的勇氣。。。。女孩看他飢餓的樣子女孩看他飢餓的樣子女孩看他飢餓的樣子女孩看他飢餓的樣子，，，，便給他端來一大杯鮮奶便給他端來一大杯鮮奶便給他端來一大杯鮮奶便給他端來一大杯鮮奶。。。。窮學生窮學生窮學生窮學生
如獲至寶如獲至寶如獲至寶如獲至寶，，，，一口一口一口一口氣把鮮奶喝光氣把鮮奶喝光氣把鮮奶喝光氣把鮮奶喝光。。。。喝完後才想起要付錢喝完後才想起要付錢喝完後才想起要付錢喝完後才想起要付錢，，，，口袋裡根本沒有口袋裡根本沒有口袋裡根本沒有口袋裡根本沒有
錢錢錢錢，，，，他只好難為情的問他只好難為情的問他只好難為情的問他只好難為情的問：「：「：「：「應付多少應付多少應付多少應付多少？」？」？」？」    

    小女孩卻說小女孩卻說小女孩卻說小女孩卻說：「：「：「：「你不欠你不欠你不欠你不欠我一分錢我一分錢我一分錢我一分錢。。。。母親告訴我母親告訴我母親告訴我母親告訴我，，，，不要因行善而要不要因行善而要不要因行善而要不要因行善而要
求回報求回報求回報求回報。」。」。」。」    

    窮學生滿懷感謝的離開窮學生滿懷感謝的離開窮學生滿懷感謝的離開窮學生滿懷感謝的離開。。。。    

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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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數年後十數年後十數年後十數年後，，，，女孩患上了罕見的女孩患上了罕見的女孩患上了罕見的女孩患上了罕見的急症急症急症急症。。。。當地醫生束手無策當地醫生束手無策當地醫生束手無策當地醫生束手無策，，，，家人將家人將家人將家人將
她送進大城巿的醫院她送進大城巿的醫院她送進大城巿的醫院她送進大城巿的醫院。。。。醫院請凱禮醫生來診斷醫院請凱禮醫生來診斷醫院請凱禮醫生來診斷醫院請凱禮醫生來診斷。。。。說來奇怪說來奇怪說來奇怪說來奇怪，，，，凱禮醫生知凱禮醫生知凱禮醫生知凱禮醫生知
道這個女子是從某城某街來以後道這個女子是從某城某街來以後道這個女子是從某城某街來以後道這個女子是從某城某街來以後，，，，便費盡心思便費盡心思便費盡心思便費盡心思，，，，竭盡一切方法竭盡一切方法竭盡一切方法竭盡一切方法，，，，務要挽務要挽務要挽務要挽
救女子的生命救女子的生命救女子的生命救女子的生命。。。。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病情終於慢慢好轉病情終於慢慢好轉病情終於慢慢好轉病情終於慢慢好轉。。。。醫院會計室將賬單送到凱禮醫生手醫院會計室將賬單送到凱禮醫生手醫院會計室將賬單送到凱禮醫生手醫院會計室將賬單送到凱禮醫生手
中中中中，，，，請他簽字確認請他簽字確認請他簽字確認請他簽字確認。。。。醫生看了賬單一眼醫生看了賬單一眼醫生看了賬單一眼醫生看了賬單一眼，，，，然後寫上幾個字然後寫上幾個字然後寫上幾個字然後寫上幾個字，，，，便轉送到女便轉送到女便轉送到女便轉送到女
子的病房裡子的病房裡子的病房裡子的病房裡。。。。女子不敢打開賬單女子不敢打開賬單女子不敢打開賬單女子不敢打開賬單，，，，因為她知道這筆賬項因為她知道這筆賬項因為她知道這筆賬項因為她知道這筆賬項，，，，要她一輩子才要她一輩子才要她一輩子才要她一輩子才
可還清可還清可還清可還清。。。。    

    當她打開後當她打開後當她打開後當她打開後，，，，只見賬單上寫上幾個字只見賬單上寫上幾個字只見賬單上寫上幾個字只見賬單上寫上幾個字：「：「：「：「一杯鮮奶一杯鮮奶一杯鮮奶一杯鮮奶，，，，足以付清全足以付清全足以付清全足以付清全
部醫藥費部醫藥費部醫藥費部醫藥費！」！」！」！」    

    女子眼裡泛著淚水女子眼裡泛著淚水女子眼裡泛著淚水女子眼裡泛著淚水，，，，心中高興地祈禱說心中高興地祈禱說心中高興地祈禱說心中高興地祈禱說：「：「：「：「上帝上帝上帝上帝啊啊啊啊！！！！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您您您您
的慈愛的慈愛的慈愛的慈愛，，，，藉由眾人的心和藉由眾人的心和藉由眾人的心和藉由眾人的心和手手手手，，，，不斷地流轉不斷地流轉不斷地流轉不斷地流轉。」。」。」。」    

………………………………………………………………………………………………………………………………………………………………………………………………………………………………………………………………………………………………………………………………    

 主耶穌在登山寶訓的八福中一福：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

蒙憐恤。 

 憐恤就是付出，蒙憐恤就是收穫。為什麼付出就是收穫呢？雖然心

中一直存疑，卻也不太深究其中的意義。 

 但年事漸長，閱世日深，便深深發覺其中的道理。當人存憐恤的心

時；終有一天，他也會蒙受憐恤的。故事中的女孩，不就說明了這個道

理嗎！ 

 在我們的一生中，認識最大的憐恤者，就是耶穌基督。祂的憐恤，

使我們每一個都能稱為上帝的兒女！ 

  問題討論： 

1. 何謂憐恤？ 

2. 憐恤是否計較代價呢？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憐恤人的人有福了憐恤人的人有福了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5 : 75 : 75 : 75 : 7    

(節錄自《耕心小語》 葛文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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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宣部 

1. 11 月 16 日（六）下午 3 時正在信義樓五樓舉行「本會醫療員」

聚會，目的是凝聚本會醫生、護士及各醫療員，裝備作多元化宣

教服侍，請多多推介和邀請出席。 

2. 多位宣教同工返回工場事奉，求主賜他們身心靈壯健。 

3. 17/12-23/12 柬埔寨短宣七天 及 5/12-29/12 斐濟聖誕短宣 23 天仍

在招募中。 

 

泰國 

1. 近日泰國水災災情嚴重，求主憐憫。 

2. 兆麟弟兄已正式踏上泰國工場，求主幫助他能適應當地生活，尋

找事奉機會。 

3. 求主保守雪玲姑娘能成功取得續期居留，及泰國工作簽證能順利

批出。 

 

柬埔寨 

1. 區佩玲姑娘亦已重新踏上工場，出發前得機會在澳門一個月學習

裝備，進行跨文化事奉訓練，感謝主。 

2. 佩玲現在工場開始學習柬文，求主賜記憶力、智慧及悟性學好語

文。 

3. 金邊信義中心部份學生開始流失，求主聖靈引導。 

 

斐濟 

1. 求主賜曾國輝牧師及曾黃有卿師母持續有活力、健康和機會來服

侍主及斐濟華人。 

2. 為斐濟 Suva 地區一華人教會禱告，因缺乏長期牧者，沒有牧羊

人，羊就分散，近日面對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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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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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74 79 74 --- 79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8 31 27 30 25 28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84 --- 4 --- --- 4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30 23 18 19 --- 20 

中中中中學學學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7 5 7 3 --- 6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9 4 7 5 --- 6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24 30 23 22 --- 25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13 8 14 8 --- 11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3 8 7 9 --- 7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4 12 12 11 -- 12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8 2 11 --- 7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5 44 46 55 47 47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0 11 13 11 --- 11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8 --- 8 ---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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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2/11 

3/11 4/11 5/11 

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歐美連 

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范振毅 

6/11 

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何淑嫻 

7/11 

*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 

8/11 9/11 

10/11 11/11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12/11 13/11 14/11 15/11 16/11 

17/11 18/11 

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王志森 

19/11 20/11 21/11 22/11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23/11 

24/11 25/11 26/11 

羅羅羅羅  基基基基 

27/11 

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林愛諾 

28/11 

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 

29/11 30/11 

*范晉僑范晉僑范晉僑范晉僑 

1/12 2/12 

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 

3/12 

*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4/12 5/12 

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 

6/12 7/12 

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8/12 9/12 

劉啟光劉啟光劉啟光劉啟光 

10/12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11/12 12/12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13/12 

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 

14/12 

15/12 16/12 

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 

17/12 18/12 

王玉珍王玉珍王玉珍王玉珍 

19/12 20/12 21/12 

李漢珏李漢珏李漢珏李漢珏 

22/12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23/12 24/12 

*張張張張  靜靜靜靜 

25/12 26/12 27/12 28/12 

29/12 30/12 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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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至月至月至月至十十十十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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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 23/11 30/11 7/12 14/12 21/12 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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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加油站加油站加油站加油站 

燒烤燒烤燒烤燒烤 

同樂日同樂日同樂日同樂日 

聖經彩繪聖經彩繪聖經彩繪聖經彩繪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大自然大自然大自然大自然 
手工製作手工製作手工製作手工製作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嘉年華嘉年華嘉年華嘉年華 
感恩分享感恩分享感恩分享感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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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山樂行山樂行山樂行山樂 
教會聖誕教會聖誕教會聖誕教會聖誕

大裝身大裝身大裝身大裝身 

小小小小 BB 

大任務大任務大任務大任務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暖笠笠暖笠笠暖笠笠暖笠笠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大總結大總結大總結大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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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 

工作觀工作觀工作觀工作觀 
單車樂單車樂單車樂單車樂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聖誕佈置聖誕佈置聖誕佈置聖誕佈置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 

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愛筵愛筵愛筵愛筵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分享營分享營分享營分享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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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夜夜夜夜 行行行行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聰聰杯聰聰杯聰聰杯聰聰杯 

Wedding 
年度做冬年度做冬年度做冬年度做冬 團契部會團契部會團契部會團契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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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4/11 日日日日)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3/12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0/12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2/12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11 20/11 27/11 4/12 11/12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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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藝手工藝手工藝手工藝 

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 

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耶穌論耶穌論耶穌論耶穌論 

休妻休妻休妻休妻 
溫習週溫習週溫習週溫習週 年年今日年年今日年年今日年年今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11 24/11 1/12 8/12 15/12 22/12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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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週手工週手工週手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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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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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宗神信義宗神信義宗神信義宗神

學的教育學的教育學的教育學的教育,

神學院員神學院員神學院員神學院員

工工工工/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上帝僕人上帝僕人上帝僕人上帝僕人

的訓練的訓練的訓練的訓練 

--- 

將臨期預將臨期預將臨期預將臨期預

備心靈備心靈備心靈備心靈,迎迎迎迎

接基督接基督接基督接基督 

--- 
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

受洗肢體受洗肢體受洗肢體受洗肢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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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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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 24/11 1/12 8/12 15/12 22/12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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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六主日第廿六主日第廿六主日第廿六主日    

((((綠綠綠綠))))    

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    

    

((((白白白白))))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紫紫紫紫))))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紫紫紫紫))))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紫紫紫紫))))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紫紫紫紫))))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白白白白))))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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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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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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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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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陳國權牧師陳國權牧師陳國權牧師陳國權牧師    方承方牧師方承方牧師方承方牧師方承方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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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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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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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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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黃黃黃黃碧瑤碧瑤碧瑤碧瑤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瑪瑪瑪瑪 4: 1-2 上上上上 

帖後帖後帖後帖後 3: 6-13 

路路路路 21: 5- 19 

耶耶耶耶 23: 1- 6 

西西西西 1: 11-20 

路路路路 23: 33 -43 

賽賽賽賽 2 : 1 – 5 

羅羅羅羅 13:11- 14 

太太太太 24: 36-44 

賽賽賽賽 11: 1-10 

羅羅羅羅 15: 4- 13 

太太太太 3: 1 – 12 

賽賽賽賽 35: 1 – 10 

雅雅雅雅 5: 7 – 10 

太太太太 11: 2 - 11 

賽賽賽賽 7:10 -16 

羅羅羅羅 1: 1 – 7 

太太太太 1: 18 -25 

賽賽賽賽 52:7 -10 

來來來來 1: 1 -12 

約約約約 1: 1- 14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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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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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    ------------    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方承安    ------------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    ------------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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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梁梁梁梁詩雅詩雅詩雅詩雅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33, 474,33, 474,33, 474,33, 474,    

195,483195,483195,483195,483    

48,48,48,4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9,109,109,109,    

450, 450, 450, 450,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3, 487263, 487263, 487263, 487    

84, 392,84, 392,84, 392,84, 39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79,79,79,79,    

491491491491    

205, 45,205, 45,205, 45,205, 4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5,15,15,1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7,67,67,6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5,35565,35565,35565,355    

5,5,5,5,    89,89,89,8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5,105,105,105,    

415415415415    

75, 87, 364,75, 87, 364,75, 87, 364,75, 87, 36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7,67,67,6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2,62,62,6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910910910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7,37,37,37,    

109, 115,109, 115,109, 115,109, 11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7,67,67,67,    

265, 90265, 90265, 90265, 90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基督愛的呼召基督愛的呼召基督愛的呼召基督愛的呼召    

佳佳佳佳 104 104 104 104 佳佳佳佳 34343434    
------------    

佳佳佳佳 15 15 15 15 佳佳佳佳 70707070    
帶著豐盛的愛帶著豐盛的愛帶著豐盛的愛帶著豐盛的愛    

------------    
佳佳佳佳 15151515    

帶著豐盛的愛帶著豐盛的愛帶著豐盛的愛帶著豐盛的愛    

我們要給人我們要給人我們要給人我們要給人    
------------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廖廖廖廖            淑淑淑淑            卿卿卿卿    梁梁梁梁                            笑笑笑笑                            琼琼琼琼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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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黃黃黃黃            詠詠詠詠            琪琪琪琪    朱朱朱朱                            婉婉婉婉                            婷婷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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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