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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沐沐沐    

  恩恩恩恩   

     月月月月     

         刊刊刊刊 

                    《《《《兒童無限兒童無限兒童無限兒童無限》》》》                  溫家浩弟兄溫家浩弟兄溫家浩弟兄溫家浩弟兄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22:6） 

 

相信大家對這段經文都不太陌生，尤其是有參與主日學事奉的弟兄姊妹。對

我來說，這節經文是一節很“重＂的經文，當中所要求的，的確是十分之“任重

道遠＂。正因為這個原因，之前我是比較抗拒兒童主日學的事奉，因為所肩負的

責任實在很大！ 

 

正當身邊周圍的朋友同事問我有沒有為小浩浩預備報讀 playgroup、幼稚園等

等，又聽到他們為他們的子女報了什麼、什麼班，星期六、日要帶小朋友四處去

學琴棋書畫等，為的是要讓小朋友能有機會入讀較好的幼稚園、小學、中學… … 

這讓我深深感受到現今世代真的“為人父母甚艱難＂! 

 

老實說，當身處今天的香港社會，要我完全摒棄讓小孩子“羸在起跑線＂、

學識兩文三語、識讀識解甚至識寫一些連我都不認識的英文生字等等，可以說

“知易行難＂。但我盼望，最起碼，我能夠時刻提醒自己要讓小浩浩有一個充滿

愛與喜樂的童年。 

 

大家最近有沒有留意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讓兒童每日自由遊戲＂的宣傳廣

告呢？讓小朋友每日「自由遊戲」至少 1 小時，而不是「被規劃」去參加密集的

課外活動，還他們「真正的童年」，讓他們自由地發揮他們的創意和潛能，這真

的很難嗎？我相信是的。若果不是，他們便不需要用廣告去提醒我們吧！ 

 

最後，容讓我用一段取自“金燈臺活頁刊 2005.1 第 115 期 -  教養孩童，任

重道遠” 的文章分享作為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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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有兩個十多歲的孩子，在街上遇見一位滿有智慧的老哲學家，他們決
定要作弄他一番。其中一人手中握着一隻小鳥，藏在背後，然後問老哲學家：「我
手中正握着一隻小鳥，你說它是死的還是活的？」如果老哲學家說是死的，小孩
就立即伸出手來，把緊握的小鳥攤開，讓牠飛走；如果說牠是活的，小孩就用力
把小鳥捏死。 

 
  哲學家沉思片刻，不慌不忙的回答說：「我不知道小鳥是死還是活，但我知
道牠的生命正掌握在你手裏！」 
 

這則希臘哲學故事帶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提醒：每個小孩都具有無限的潛
能，他們掌握在你我手裏，我們正在為主塑造這些生命。他們被帶到教會來，不
應只是灌輸一些知識或訓練一些技能，聽一些聖經故事。他們將來的生命是優是
劣，都已交在你我手中。教養孩子是一項責任重大，充滿挑戰的工作。如果我們
好好的去做，孩子就會從我們身上看到屬靈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將會影響他們
日後的生活，甚至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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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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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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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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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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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人人人；；；；外會會友為外會會友為外會會友為外會會友為 18 人人人人。。。。 

2. 本本本本堂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堂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堂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堂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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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肢體預留時間請肢體預留時間請肢體預留時間請肢體預留時間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3. 由於周于琴姊妹將於明年由於周于琴姊妹將於明年由於周于琴姊妹將於明年由於周于琴姊妹將於明年 1 月進入信義宗神學院就讀月進入信義宗神學院就讀月進入信義宗神學院就讀月進入信義宗神學院就讀，，，，其執事職位需於其執事職位需於其執事職位需於其執事職位需於 12

月月月月 29 日教友大會中另行補選日教友大會中另行補選日教友大會中另行補選日教友大會中另行補選，，，，請為補選執事代禱請為補選執事代禱請為補選執事代禱請為補選執事代禱。。。。 

4. 12 月月月月 25 日聖誕崇拜後有聖誕慶祝及聚餐日聖誕崇拜後有聖誕慶祝及聚餐日聖誕崇拜後有聖誕慶祝及聚餐日聖誕崇拜後有聖誕慶祝及聚餐，，，，費用費用費用費用$20 (大小同價大小同價大小同價大小同價)，，，，歡迎肢體歡迎肢體歡迎肢體歡迎肢體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5. 由於方克信牧師全時間進修神學而請辭本堂同工一職由於方克信牧師全時間進修神學而請辭本堂同工一職由於方克信牧師全時間進修神學而請辭本堂同工一職由於方克信牧師全時間進修神學而請辭本堂同工一職，，，，本堂需聘請教牧同本堂需聘請教牧同本堂需聘請教牧同本堂需聘請教牧同

工工工工，，，，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6. 為安全及保安起見為安全及保安起見為安全及保安起見為安全及保安起見，，，，請肢體於崇拜後離開教會前請肢體於崇拜後離開教會前請肢體於崇拜後離開教會前請肢體於崇拜後離開教會前，，，，確保教會大門是關閉的確保教會大門是關閉的確保教會大門是關閉的確保教會大門是關閉的，，，，

以防陌生人及兒童隨便進出以防陌生人及兒童隨便進出以防陌生人及兒童隨便進出以防陌生人及兒童隨便進出。。。。 

7. 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本會社會服務部於本會社會服務部於本會社會服務部於本會社會服務部於 10 月月月月 26 日之賣旗籌款共籌得港幣日之賣旗籌款共籌得港幣日之賣旗籌款共籌得港幣日之賣旗籌款共籌得港幣 96 萬萬萬萬 6 千千千千

多元多元多元多元，，，，是歷年來本會新界區賣旗的最高金額是歷年來本會新界區賣旗的最高金額是歷年來本會新界區賣旗的最高金額是歷年來本會新界區賣旗的最高金額，，，，加上榮譽旗加上榮譽旗加上榮譽旗加上榮譽旗，，，，相信善款總數相信善款總數相信善款總數相信善款總數

會過百萬會過百萬會過百萬會過百萬。。。。多謝有份參與的肢體多謝有份參與的肢體多謝有份參與的肢體多謝有份參與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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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總辦總辦總辦總辦之之之之裝修工程裝修工程裝修工程裝修工程已完畢已完畢已完畢已完畢，，，，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已遷回四樓如常辦公已遷回四樓如常辦公已遷回四樓如常辦公已遷回四樓如常辦公。。。。 

9. 本會為提供領袖訓練及增進與美國福音信義會青少年信仰經驗交流本會為提供領袖訓練及增進與美國福音信義會青少年信仰經驗交流本會為提供領袖訓練及增進與美國福音信義會青少年信仰經驗交流本會為提供領袖訓練及增進與美國福音信義會青少年信仰經驗交流，，，，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2014 年年年年 5 至至至至 8 月舉辦月舉辦月舉辦月舉辦「「「「2014 美國福音信義會夏令美國福音信義會夏令美國福音信義會夏令美國福音信義會夏令營組長義工招募營組長義工招募營組長義工招募營組長義工招募」，」，」，」，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兩男兩女兩男兩女兩男兩女兩男兩女，，，，年齡介乎年齡介乎年齡介乎年齡介乎 20-30 歲歲歲歲，，，，受洗兩年以上受洗兩年以上受洗兩年以上受洗兩年以上，，，，能操流利英語能操流利英語能操流利英語能操流利英語，，，，參加者自參加者自參加者自參加者自

付付付付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14,800，，，，地點為美國威斯康辛州地點為美國威斯康辛州地點為美國威斯康辛州地點為美國威斯康辛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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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恭賀李志雄弟兄於本會社會服務單位服事恭賀李志雄弟兄於本會社會服務單位服事恭賀李志雄弟兄於本會社會服務單位服事恭賀李志雄弟兄於本會社會服務單位服事 35 年年年年，，，，並獲本會頒授長期服務並獲本會頒授長期服務並獲本會頒授長期服務並獲本會頒授長期服務

獎獎獎獎。。。。 

2. 何智聰何智聰何智聰何智聰、、、、周貝如將於周貝如將於周貝如將於周貝如將於 12 月月月月 14 日假信義宗神學院明節堂舉行婚禮日假信義宗神學院明節堂舉行婚禮日假信義宗神學院明節堂舉行婚禮日假信義宗神學院明節堂舉行婚禮，，，，本堂謹本堂謹本堂謹本堂謹

祝他們永結同心祝他們永結同心祝他們永結同心祝他們永結同心，，，，恩愛永偕恩愛永偕恩愛永偕恩愛永偕。。。。 

3. 楊玲弟婆婆早前跌倒受傷楊玲弟婆婆早前跌倒受傷楊玲弟婆婆早前跌倒受傷楊玲弟婆婆早前跌倒受傷，，，，現需靠輪椅扶助出入現需靠輪椅扶助出入現需靠輪椅扶助出入現需靠輪椅扶助出入。。。。 

4. 李金玉婆婆因風濕關節炎影響李金玉婆婆因風濕關節炎影響李金玉婆婆因風濕關節炎影響李金玉婆婆因風濕關節炎影響，，，，雙腳行動不便雙腳行動不便雙腳行動不便雙腳行動不便，，，，亦需靠輪椅扶助出入亦需靠輪椅扶助出入亦需靠輪椅扶助出入亦需靠輪椅扶助出入。。。。 

5. 謝詩淇姊妹之父親其中一隻眼睛受細菌感染而失明謝詩淇姊妹之父親其中一隻眼睛受細菌感染而失明謝詩淇姊妹之父親其中一隻眼睛受細菌感染而失明謝詩淇姊妹之父親其中一隻眼睛受細菌感染而失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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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為為為中國於東海設立防空識別區所帶來國際間之爭拗中國於東海設立防空識別區所帶來國際間之爭拗中國於東海設立防空識別區所帶來國際間之爭拗中國於東海設立防空識別區所帶來國際間之爭拗。。。。 

2. 為為為為泰國政局之不穩定泰國政局之不穩定泰國政局之不穩定泰國政局之不穩定。。。。 

3. 為為為為香港於香港於香港於香港於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之年行政長官普選之年行政長官普選之年行政長官普選之諮詢諮詢諮詢諮詢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4.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14 年教會事工及事奉團隊年教會事工及事奉團隊年教會事工及事奉團隊年教會事工及事奉團隊，，，，新同工聘任代禱新同工聘任代禱新同工聘任代禱新同工聘任代禱。。。。 

 

    2013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2014 年年年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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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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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二二二二)     報佳音報佳音報佳音報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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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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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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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一一一一)     常務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    本會常委本會常委本會常委本會常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9(日日日日)     60606060 周年會慶啟動禮暨步行籌款周年會慶啟動禮暨步行籌款周年會慶啟動禮暨步行籌款周年會慶啟動禮暨步行籌款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啟動禮籌委會啟動禮籌委會啟動禮籌委會啟動禮籌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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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手工做手工做手工做手工                                            梁笑琼姊妹梁笑琼姊妹梁笑琼姊妹梁笑琼姊妹    

((((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    

 從去年開始嘗試初中主日學的事奉。自由度很大，課室的時間

表、內容也一手包辦。初中當然要與小學的主日學有分別，一方面

代表她們的成長，另一方面也應把大部份時間放在聖經知識上；但

是考慮到她們的適應，因此也刻意加上手工課堂。同學們很期望每

次的手工課堂，我想最主要原因是不用上課(縱然我認為自己在課堂

上講解得很生動)。 

 

 由於對她們的手工程度不甚瞭解，去年的主日學手工製成品只有

約 30%成功。何芷筠給我的感覺是很堅持，因為她把不可能完成的

數字油畫完成了，對她的堅持很感動。同樣，她對上主日學也很堅

持。有一次她在發燒，雖然在堂上休息，但是休息中也有把我在堂

上的課題記着。(這是事後有一次她答題時我知道的)。 

 

 
  

黃頌怡是一個很有性格的學生，不能想像她對手工的認真。每次

做手工，她總是慢慢的做，一點也不急，錯了會花時間把它修正過

來。雖然做了兩堂的錢包還是未完成，但是在某個主日她竟然把那

完成的錢包帶給我看，還以為錢包製作是徹底失敗，黃頌怡竟然是

唯一完成的一個。 

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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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樂瑤上課時不太主動，手工堂也是一樣；不過她也很認真的

做，而且是一個很體貼的學生。當我分身不暇的在教其他同學時，

她會靜靜地試着自己做。雖然筆筒手工挑了一個最困難的，但仍然

跟其他同學按時完成，速度很快。在聖經知識上，我認為她是最有

進步的一個。從每季測驗中，就知道她認真的態度。 

 

 姚善聆是今年剛上初中主日學的，由於她年齡比較小，每星期也

要上課堂可能對她有點吃力，不過她有一對巧手。第一次做手工給

我的印象是太捧了！在製作過程中一點也沒有請教導師，簡單講解

後就把它完成了。 

 

 從手工課堂，我看到同學另一面，讓我認識她們更多。上帝給我

們每個信徒的恩賜也不同，讓我們竭力追求，更有主的樣式，成為

主所親愛的兒女。 
 

 

 

(左起：何芷筠、黃頌怡、姚善聆、徐樂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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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宣部 

1. 本年度海宣部財政不敷超過三十二萬, 懇請記念。 

2. 為開展印傭事工的異象祈禱。 

 

泰國 

1. 請為泰國政局盡快回復穩定代禱，求主保守叫雙方都能克制，避

免發生衝突。 

2. 為各教會籌備聖誕節慶祝及佈道事工禱告。 

3. 雪玲姑娘在十二月中旬返港進修。 

4. 兆麟弟兄需在泰國辦理換領中國新護照順利。 

5. 求加添智慧給兆麟弟兄在新一學期泰文會話班的學習。 

 

柬埔寨 

1. 求主幫助佩玲恆切禱告，堅心倚靠主的引領，走這條不易的宣教

路。 

2. 佩玲左腳腳掌常感酸軟，求主醫治。 

3. 信義中心開始舉行恆常崇拜聚會，並有外來家庭參加，感謝主。 

 

 

斐濟 

1. 十二月份將舉行大大小小服侍不同年齡層的事工，非常繁忙，求

主賜曾國輝牧師夫婦健康及心力，並叫教會肢體能彼此配搭事

奉。 

2. 為兩位短宣隊員：Milly(香港)和 Bih Shya(紐西蘭)在斐濟的適

應，並喜樂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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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份聚會出月份聚會出月份聚會出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席統計表席統計表席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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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88 91 86 --- 87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5 28 29 27 --- 27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83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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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9 14 18 --- 18 

中中中中學學學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6 4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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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9 9 --- 8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4 29 24 34 32 27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13 13 14 4 7 10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5 5 3 3 3 4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1 13 10 --- 9 11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8 --- 12 --- 10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3 45 40 35 --- 41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2 12 9 12 --- 11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5 --- 6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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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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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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志蔡志蔡志蔡志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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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1 3/1 4/1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5/1 6/1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7/1 8/1 
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9/1 10/1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 

11/1 
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 

12/1 
*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13/1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14/1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15/1 16/1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17/1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18/1 

*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 

*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 

19/1 20/1 

伍志豪伍志豪伍志豪伍志豪 

21/1 22/1 23/1 24/1 25/1 

26/1 27/1 28/1 29/1 30/1 31/1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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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至月至月至月至一四年一一四年一一四年一一四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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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 21/12 28/12 4/1 11/1 18/1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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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大自然大自然大自然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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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新出發從新出發從新出發從新出發 送暖行動送暖行動送暖行動送暖行動 

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總動員總動員總動員總動員 

團年窩心團年窩心團年窩心團年窩心

火煱火煱火煱火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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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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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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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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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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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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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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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0/12 五五五五)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0/1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7/1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6/1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1/12 18/12 25/12 1/1 8/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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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今日年年今日年年今日年年今日 溫習週溫習週溫習週溫習週 --- --- 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 

人人學人人學人人學人人學 

唱歌唱歌唱歌唱歌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12 22/12 29/12 5/1 12/1 19/1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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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音樂家音樂家音樂家音樂家 

懇親懇親懇親懇親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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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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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堂來年本堂來年本堂來年本堂來年

聖工及服聖工及服聖工及服聖工及服

事團隊事團隊事團隊事團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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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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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 22/12 25/12 29/12 5/1 12/1 19/1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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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白白白白))))    

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白白白白))))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白白白白))))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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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方方克信牧師克信牧師克信牧師克信牧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    ------------    ------------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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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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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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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志遠博士狄志遠博士狄志遠博士狄志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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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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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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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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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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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賽賽賽 63 : 7 - 9 

來來來來 2: 10 - 18 

太太太太 2: 13 - 23 

耶耶耶耶 31: 7 - 14 

弗弗弗弗 1: 3 - 14 

約約約約 1: 1 - 18 

賽賽賽賽 42: 1 - 9 

徒徒徒徒 10: 34- 43 

太太太太 3: 13 - 17 

賽賽賽賽 49: 1 - 7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 1 -9 

太太太太 25: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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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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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    ------------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    ------------        ------------    

司司司司

獻獻獻獻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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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方方方方承恩承恩承恩承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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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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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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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7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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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75, 75, 75, 75,     

43,43,43,4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6,96,96,96,    

317317317317    

21, 104,21, 104,21, 104,21, 10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5,95,95,95,    

367367367367    

59, 128,59, 128,59, 128,59, 12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4,104,104,10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63, 227263, 227263, 227263, 227    

44, 250,44, 250,44, 250,44, 250,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0,90,90,90,    

440440440440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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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佳佳佳佳 10 10 10 10 佳佳佳佳 6666    

佳佳佳佳    1111111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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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    ------------    ------------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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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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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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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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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溫溫溫                家家家家            浩浩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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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李李李                銘銘銘銘            生生生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