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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責責責    任任任任》》》》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同工同工同工同工) 

在一年之初，就以「責任」這個老生常談的題目撰文，難免使人有「陳

舊」的預感──再看看「作者」欄，相信大家已不會對「新」抱有太多的遐

想吧！再者，在現今香港的生活壓力之下，當弟兄姊妹都很願意在自己的崗

位上做好時，「睏倦」彷彿已經成為我們眾人的「常態」；向睏倦的讀者談「責

任」，就有如鼓勵大家趕快把月刊翻到下一頁似的。（但請你相信，按這文章

的篇幅，只翻一頁並不足夠！）不打緊，倘若你仍看見這句子，願聖靈繼續

向你說話。 

談到責任，便離不開我們所處身的環境，與所承擔的崗位。我們相信，

上帝的國度毋須等待「末日」才開始，上帝的大能也一直都在世人身上運行

無礙。正因如此，在信心裡，信徒應認定自己在不同層面的崗位上，都需要

向至高上帝負責──所以，凡事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為主做的，不是為人

做的。」（歌羅西書 3:23）在這信仰的前題下，信徒生命中無一崗位不是「聖

職」，也無一環境可以阻止他「事奉上帝」！此所以新約聖經中的使徒書信

裡，有關信徒生活的許多教訓，都是緊連於我們信仰的核心，而並非簡單的、

屬世的道德操守，指引信徒去賺取世上的名聲！無論是作為雇主、雇員、父

母、兒女等等，都是踐行信仰的機會，都有相應的「責任」，上帝也都垂顧

鑑察。筆者帶出這點，並不是要加重大家的擔子，意圖令大家活在惶恐中；

乃是指出那事實，並讓我們一旦體察到自己的不足、有罪時，曉得誰才是我

們應當首先向他俯伏求赦的一位！ 

話說回來，每逢談到「責任」，相信不少人會有負面的聯想，於是引發出

各式各樣的「逃避」行徑──從輕微如發白日夢，到嚴重如輕生等等。無論

人用諸般的智慧，換上「義務」、「使命」等替代詞，都無法完全剔除那份「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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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感（這很可能跟上述所提及的「睏倦」有關）。然而，筆者有一次在家

中，看著自己的孩子，心中想到作為父親的「責任」時（作為父親，筆者真

的有許多不足、疏漏處），忽而聯想到那完全相反的另一角度，就是「權利、

恩典」。真的，看著兩個成長中的小生命，筆者回想，自己有何能耐，竟有

「作他們的父親，承擔起守護他們成長的責任」的「權利」？被呼喚「爸爸」，

是筆者天生下來所當得、所賺取的嗎？當別人縱使願意付出更多更多，也無

法取代這「稱謂」／「關係」時，這所謂「責任」對「我」而言，不是「恩

典」又是什麽？ 

讓我們檢視一下自己慣常稱之為「責任」（甚至戲言為「苦差」的）的許

多崗位，認真看看其中的美善；又問一問自己，是否真的「除我以外，別無

他選」？上帝是否真的環顧左右，再無一人可用，惟獨必須揀選你背此大

「鑊」？我們毋須廻避使用「責任」一詞，但我們對它的想法，實在應該予

以調整。 

在這裡，容許筆者藉機稍稍討論本堂的奉獻情況。還記得在教友大會上，

大家都得悉本堂的金錢奉獻的數目未能追上年度開支，以至赤字龐大。只

是，數字並非筆者在這裡所聚焦的，因為教會是屬上帝的，他若不許，連本

堂的一塊磚頭也不會動搖！筆者只是一名教牧，著眼的是羊如何跟隨牠們的

大牧者。 

同工們曾不只一次，藉不同渠道提醒大家，「奉獻」乃是信徒的「責任」。

真的，我們是如何看待這事情的呢？它是負擔嗎？伴隨上述對「責任」的描

繪，是時候認真的看看這有關「奉獻」的教導了！ 

我們都知道，歷來教會一直都教導信徒在金錢上作「什一奉獻」，並且是

應當奉獻得樂意、盡力的。不過，有時候關於奉獻的使用，信徒間便會有許

多的意見，這也成為不少信徒的考驗──無論是奉獻大額金錢的，還是奉獻

兩個小錢的，都應當如此認定──所奉獻的，就是上帝之物，都當降服於聖

靈透過信徒群體來作出的決定。感謝上帝，直至今天，本堂在這方面算是站

得穩的。再進一步，讓我們想想，是否所奉獻的「十份之一」（假設讀者有

作「什一奉獻」）才是屬上帝的，還是我們口袋中的那「十份之九」其實都

屬上帝的呢？答案當然是呼之欲出！我們有些什麽不是從上帝領受的呢！

換言之，每個信徒作為上帝恩賜的管家，不單是已出的奉獻，就是餘下的，

也當因著信靠上帝的緣故而「快樂感恩地」放膽使用，「謹慎合宜地」為人

使用，簡言之就是讓「信與愛」不離其中。 

同時，有部份的肢體並未在平常實踐「什一奉獻」（若是出於真實困難的

緣故，這點上帝比我們自己的心更清楚，不要太過介懷；相反，有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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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過是盡上僕人的本份，沒什麽可誇口！）讓我們反問自己，上帝在哪一

方面叫我們信他不過呢？我們赤身出母腹，直到我們有工作的「能力」和「機

會」，上帝何曾叫我們供養他，何曾向我們借貸呢？（羅馬書 11:35）若不是

他的保守，我們口袋裡的，真的會自己跑進來，任由我們使用嗎？ 

弟兄姊妹們，盼望你們能有此洞察，此處所關心的不是一個教會行政的

問題，也不是經濟的問題！筆者並非試圖去推動大家，以致追求得到「收支

平衡」！有誰曉得「收支平衡」（甚至糧倉滿溢）之日，會否是本堂面對最

大試探之時？因為人富足了，口袋漲滿了，「心」往往就隨之忘記了要倚靠

上帝！倘若上帝願意，本堂必會繼續運作下去。可是，對我們每一個而言，

如何看「金錢」，如何看「奉獻」，這卻實在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信仰問題！我

們認信這位上帝，但我們真正的信心又放在哪裡呢？ 

奉獻──是信徒的「責任」。這責任於你而言，是「重擔」？還是「權利、

恩典」？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本本本本堂消息堂消息堂消息堂消息 

1.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13 年年年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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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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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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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7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1 人人人人；；；；外會會友為外會會友為外會會友為外會會友為 11 人人人人。。。。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13 年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年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年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年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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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審閱除審閱除審閱除審閱 2013 年年年年

教會全年聖工報告教會全年聖工報告教會全年聖工報告教會全年聖工報告、、、、財政報告及財政報告及財政報告及財政報告及 2014 年全年聖工計劃年全年聖工計劃年全年聖工計劃年全年聖工計劃，，，，亦通過亦通過亦通過亦通過 2014 年財年財年財年財

政預算政預算政預算政預算。。。。由於周于琴姊妹於由於周于琴姊妹於由於周于琴姊妹於由於周于琴姊妹於 1 月起進入信義宗神學院進修月起進入信義宗神學院進修月起進入信義宗神學院進修月起進入信義宗神學院進修，，，，其尚餘一年之其尚餘一年之其尚餘一年之其尚餘一年之

執事職位亦於是次教友大會中執事職位亦於是次教友大會中執事職位亦於是次教友大會中執事職位亦於是次教友大會中，，，，由黃德康弟兄補上由黃德康弟兄補上由黃德康弟兄補上由黃德康弟兄補上。。。。 

3. 本本本本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新執事已於新執事已於新執事已於新執事已於 1 月月月月 5 日就職日就職日就職日就職，，，，職位分配如下職位分配如下職位分配如下職位分配如下：：：：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

兼關顧部兼關顧部兼關顧部兼關顧部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文書兼傳道部文書兼傳道部文書兼傳道部文書兼傳道部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會計兼主日學部會計兼主日學部會計兼主日學部會計兼主日學部 – 蔡志蔡志蔡志蔡志

明明明明；；；；司庫兼團契部司庫兼團契部司庫兼團契部司庫兼團契部 –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總務兼栽培部總務兼栽培部總務兼栽培部總務兼栽培部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4. 2013 年於聖誕接受洗禮的肢體有伍雪英婆婆年於聖誕接受洗禮的肢體有伍雪英婆婆年於聖誕接受洗禮的肢體有伍雪英婆婆年於聖誕接受洗禮的肢體有伍雪英婆婆、、、、楊芷茵姊妹楊芷茵姊妹楊芷茵姊妹楊芷茵姊妹，，，，堅信肢體有黃堅信肢體有黃堅信肢體有黃堅信肢體有黃

頌怡頌怡頌怡頌怡、、、、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5. 方克信牧師由方克信牧師由方克信牧師由方克信牧師由於全時間進修神學於全時間進修神學於全時間進修神學於全時間進修神學，，，，扣除年假後扣除年假後扣除年假後扣除年假後，，，，其於本堂最後上任日期為其於本堂最後上任日期為其於本堂最後上任日期為其於本堂最後上任日期為

1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 1 月月月月 12 日舉行簡單而隆重的歡送會日舉行簡單而隆重的歡送會日舉行簡單而隆重的歡送會日舉行簡單而隆重的歡送會，，，，祝願方牧師繼續祝願方牧師繼續祝願方牧師繼續祝願方牧師繼續

為上帝所重用為上帝所重用為上帝所重用為上帝所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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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本本會消息會消息會消息會消息 

1. 本本本本會會會會 60 周年會慶啟動禮暨步行籌款將於周年會慶啟動禮暨步行籌款將於周年會慶啟動禮暨步行籌款將於周年會慶啟動禮暨步行籌款將於 1 月月月月 19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2:30 假禾輋信假禾輋信假禾輋信假禾輋信

義學校義學校義學校義學校(亦即本堂亦即本堂亦即本堂亦即本堂)舉行舉行舉行舉行，，，，籌款目標為籌款目標為籌款目標為籌款目標為$6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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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慶祝本會為慶祝本會為慶祝本會為慶祝本會 60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 2014 年年年年 1 月份起月份起月份起月份起，，，，連續七期於連續七期於連續七期於連續七期於「「「「基督基督基督基督

教週報教週報教週報教週報」」」」撰寫本會撰寫本會撰寫本會撰寫本會 60 年發展的文章年發展的文章年發展的文章年發展的文章，，，，歡迎肢體訂購及細閱歡迎肢體訂購及細閱歡迎肢體訂購及細閱歡迎肢體訂購及細閱。。。。 

3. 本會海宣本會海宣本會海宣本會海宣部部部部招募招募招募招募 2014 年差傳戰士年差傳戰士年差傳戰士年差傳戰士，，，，分別有樂齡戰士分別有樂齡戰士分別有樂齡戰士分別有樂齡戰士(60 歲或以上退休歲或以上退休歲或以上退休歲或以上退休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少年戰士少年戰士少年戰士少年戰士(12-14 歲肢體歲肢體歲肢體歲肢體)及小戰士及小戰士及小戰士及小戰士(4-12 歲肢體歲肢體歲肢體歲肢體)，，，，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2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參加者請聯絡鄭翠瓊執事參加者請聯絡鄭翠瓊執事參加者請聯絡鄭翠瓊執事參加者請聯絡鄭翠瓊執事。。。。 

4.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粵北粵北粵北粵北、、、、湘西湘西湘西湘西、、、、鄂北鄂北鄂北鄂北、、、、滇中滇中滇中滇中」」」」助學培訓計劃現正呼籲各堂會參與助學培訓計劃現正呼籲各堂會參與助學培訓計劃現正呼籲各堂會參與助學培訓計劃現正呼籲各堂會參與。。。。

2013-14 年度預算年度預算年度預算年度預算資助約資助約資助約資助約 909 名學生及培訓名學生及培訓名學生及培訓名學生及培訓 180 名國內教牧人員名國內教牧人員名國內教牧人員名國內教牧人員，，，，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為港幣為港幣為港幣為港幣$1,500,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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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中至月中至月中至月中至 4 月中舉辦月中舉辦月中舉辦月中舉辦「「「「信義宗教義精華信義宗教義精華信義宗教義精華信義宗教義精華」」」」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由由由由

李廣生牧師任教李廣生牧師任教李廣生牧師任教李廣生牧師任教，，，，逢星期二晚上逢星期二晚上逢星期二晚上逢星期二晚上 7:00 –––– 9:30 假黃大仙港澳信義會錫安假黃大仙港澳信義會錫安假黃大仙港澳信義會錫安假黃大仙港澳信義會錫安

樓二樓延伸課程中心舉行樓二樓延伸課程中心舉行樓二樓延伸課程中心舉行樓二樓延伸課程中心舉行，，，，詳情請向總辦張振華牧師查詢詳情請向總辦張振華牧師查詢詳情請向總辦張振華牧師查詢詳情請向總辦張振華牧師查詢 23885847。。。。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2014 年基督徒合一聚會將於年基督徒合一聚會將於年基督徒合一聚會將於年基督徒合一聚會將於 1 月月月月 18 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 7:30-9:30 假香港聖公會聖假香港聖公會聖假香港聖公會聖假香港聖公會聖

雅各堂舉行雅各堂舉行雅各堂舉行雅各堂舉行，，，，歡迎肢體赴會歡迎肢體赴會歡迎肢體赴會歡迎肢體赴會。。。。 

2.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會會會董事通過決議董事通過決議董事通過決議董事通過決議，，，，有關教牧同工對教友婚嫁喜慶之有關教牧同工對教友婚嫁喜慶之有關教牧同工對教友婚嫁喜慶之有關教牧同工對教友婚嫁喜慶之

賀禮賀禮賀禮賀禮，，，，一向免除一向免除一向免除一向免除，，，，只因時過境遷只因時過境遷只因時過境遷只因時過境遷，，，，多已遺忘多已遺忘多已遺忘多已遺忘，，，，故每年例行通告各堂故每年例行通告各堂故每年例行通告各堂故每年例行通告各堂，，，，

特請肢體知悉特請肢體知悉特請肢體知悉特請肢體知悉。。。。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周于琴姊妹獲信義宗神學院接納周于琴姊妹獲信義宗神學院接納周于琴姊妹獲信義宗神學院接納周于琴姊妹獲信義宗神學院接納，，，，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2014 年年年年 1 月起全時間供讀神學月起全時間供讀神學月起全時間供讀神學月起全時間供讀神學，，，，並並並並

將在本堂實習將在本堂實習將在本堂實習將在本堂實習。。。。 

2. 李志遠弟兄之外婆逝世李志遠弟兄之外婆逝世李志遠弟兄之外婆逝世李志遠弟兄之外婆逝世，，，，求主安慰求主安慰求主安慰求主安慰。。。。 

3. 朱婉婷姊妹之外婆離世朱婉婷姊妹之外婆離世朱婉婷姊妹之外婆離世朱婉婷姊妹之外婆離世，，，，守夜禮定於守夜禮定於守夜禮定於守夜禮定於 1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喪禮則於喪禮則於喪禮則於喪禮則於 1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將將將將

於萬國殯儀館舉行於萬國殯儀館舉行於萬國殯儀館舉行於萬國殯儀館舉行，，，，求主安慰求主安慰求主安慰求主安慰。。。。 

4. 賴步雲伯伯腳腫賴步雲伯伯腳腫賴步雲伯伯腳腫賴步雲伯伯腳腫，，，，雖看過醫生雖看過醫生雖看過醫生雖看過醫生，，，，但情況改善不大但情況改善不大但情況改善不大但情況改善不大，，，，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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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美國面臨百年一遇的大風雪美國面臨百年一遇的大風雪美國面臨百年一遇的大風雪美國面臨百年一遇的大風雪，，，，造成多人傷亡代禱造成多人傷亡代禱造成多人傷亡代禱造成多人傷亡代禱。。。。 

2. 為為為為泰國政泰國政泰國政泰國政局局局局，，，，中中中中、、、、日日日日、、、、韓島嶼主權爭拗等代禱韓島嶼主權爭拗等代禱韓島嶼主權爭拗等代禱韓島嶼主權爭拗等代禱。。。。 

3. 為為為為香港於香港於香港於香港於 2017 年年年年普選普選普選普選行政長官行政長官行政長官行政長官機機機機制及制及制及制及諮詢諮詢諮詢諮詢禱禱禱禱告告告告。。。。 

4.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聖聖聖聖工工工工、、、、肢體肢體肢體肢體及新同工聘任禱及新同工聘任禱及新同工聘任禱及新同工聘任禱告告告告。。。。 

5. 為本會為本會為本會為本會 60 周年會慶慶典及場地申請代禱周年會慶慶典及場地申請代禱周年會慶慶典及場地申請代禱周年會慶慶典及場地申請代禱。。。。 

 

 

 

 

    2014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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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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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08(六六六六)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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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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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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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16(日日日日)     主日學部會及合班備課主日學部會及合班備課主日學部會及合班備課主日學部會及合班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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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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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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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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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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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事奉人員名單年事奉人員名單年事奉人員名單年事奉人員名單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事奉團隊事奉團隊事奉團隊事奉團隊    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同同同同    工工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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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文文文文    書書書書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總總總總        務務務務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會會會會    計計計計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司司司司    庫庫庫庫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部部部部        員員員員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主主主主        禮禮禮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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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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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讀經員讀經員讀經員讀經員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插插插插    花花花花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持十架持十架持十架持十架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 / / /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職員職員職員職員////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    

朱小琪教朱小琪教朱小琪教朱小琪教師師師師、、、、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朱教朱教朱教朱教師師師師、、、、黃黃黃黃碧瑤碧瑤碧瑤碧瑤、、、、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朱教朱教朱教朱教師師師師、、、、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朱教師朱教師朱教師朱教師、、、、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    

        禾信學生團契禾信學生團契禾信學生團契禾信學生團契    朱教師朱教師朱教師朱教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 

        籃球隊籃球隊籃球隊籃球隊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朱教朱教朱教朱教師師師師,,,,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栽栽栽栽培培培培部部部部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吳吳吳吳牧師牧師牧師牧師、、、、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黃黃黃黃德康德康德康德康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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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周貝周貝周貝周貝蔚蔚蔚蔚、、、、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青成青成青成青成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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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守守守守望天使望天使望天使望天使)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5/1 何俊威 3/8 張少芳 

12/1 李志雄 10/8 鄺嘉欣 

19/1(60 周年啟動禮) 方牧師 17/8 劉泳兒 

26/1 李慈英 24/8 胡礎雯 

2/2(年初三) 趙仕傑 31/8 王中真 

9/2 黃鳳玲 7/9  [教友大會] 朱教師 

16/2 黃鳳霞 14/9 區美彩 

23/2 梁詩雅 21/9 孫月清 

2/3 溫家浩 28/9 連珮瑩 

9/3 (預苦期) 楊寶蓮 5/10 周貝如 

16/3 梁笑琼 12/10 趙沛晴 

23/3 梁健華 19/10 羅巧雲 

30/3 (堂慶) 黃日勝 26/10 周貝蔚 

6/4  朱婉婷 2/11 黃德康 

13/4 (棕枝主日) 黃佩珍 9/11 黃碧瑤 

20/4(復活節) 劉幼年 16/11(戶外崇拜) --- 

27/4 梁淑美 23/11 (基督君王日) 盧韻怡 

4/5 黃詠琪 30/11 (將臨期) 李志遠 

11/5 林嘉敏 7/12  陳敏嫺 

18/5  冼慧珊 14/12 楊芷茵 

25/5 [差傳主日] 周于琴 21/12 李恩蓓 

1/6  [差傳主日] 鄭翠瓊 25/12(聖誕節) 劉幼年 

8/6 (聖靈降臨節) 吳牧師 28/12 [教友大會] 林志雄 

15/6 李敏儀   

22/6 (教育主日) 黃力之   

29/6 方偉儉   

6/7 蔡志明   

13/7 羅美娟   

20/7 林惠誠   

27/7 吳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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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宣部 

1. 柬埔寨工場非常需要工人服侍，包括語文老師、成熟夫婦等，短期或長期

均可，求主感動。 

 

泰國 

1. 泰國政局仍然混亂，為盡快回復穩定平安代禱。 

2. 聖誕節共四位新葡受洗加入 Grace Nam Thaeng Lutheran Church,在泰國鄉

村信主要面對許多挑戰和壓力，求主堅立。 

3. 為雪玲姑娘現留港的學習和生活禱告。 

4. 兆麟弟兄需要更換新護照，求賜順利，又求主安撫弟兄佳節思親之情緒。 

 

柬埔寨 

1. 佩玲左眼發炎及雙腳常感酸軟，求主醫治。 

2. 信義中心完成聖誕慶祝會，參加坊眾達 140 人次，請為他們早日得著寶貴

救恩禱告。 

 

斐濟 

1. 感謝天父過去一年賜曾國輝牧師夫婦健康及活潑的靈。 

2. 為思華大學二年級的學習，思惠在望道號的醫療服侍，思允和智堯夫婦

二人在教會的事奉禱告。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招募差傳小戰士招募差傳小戰士招募差傳小戰士招募差傳小戰士/樂齡勇士樂齡勇士樂齡勇士樂齡勇士 

截止報名: 2 月 5 日前 

報名請聯絡堂主任或翠瓊 

第四屆大專生差傳夜第四屆大專生差傳夜第四屆大專生差傳夜第四屆大專生差傳夜 

日期: 3 月 1 日(六) 晚上 7 時正 

主題: RUNNING MAN? 跳出去! 

內容: 遊戲，見證，敬拜，信息 

講員: 香港學園傳道會羅兆麟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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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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98 78 90 
25/12 

124 82 92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32 28 24 --- --- 28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44 --- 12 --- --- 28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12 12 9 --- --- 11 

中中中中學學學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2 2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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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6 5 5 6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31 30 46 13 --- 30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7 4 11 10 --- 8 

提提提提摩太團契摩太團契摩太團契摩太團契 4 1 5 6 --- 4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8 17 11 --- --- 12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6 3 --- --- 5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1 49 35 --- --- 42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2 13 8 --- 13 12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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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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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杏林杏林杏林杏仙仙仙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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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2 3/2 4/2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5/2 6/2 7/2 8/2 

9/2 10/2 11/2 12/2 13/2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 

14/2 
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 

蔡青姐蔡青姐蔡青姐蔡青姐 

15/2 

李國強李國強李國強李國強 

16/2 17/2 18/2 19/2 20/2 21/2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22/2 

23/2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24/2 25/2 26/2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27/2 28/2  



11 

二二二二○○○○一四一四一四一四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至月至月至月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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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18/1 25/1 1/2 8/2 15/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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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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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二年初二年初二年初二 

休會休會休會休會 
合合合合 團團團團 

關愛關愛關愛關愛 

手工週手工週手工週手工週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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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氏表演唐氏表演唐氏表演唐氏表演 Snapshot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團團團團 拜拜拜拜 合合合合 團團團團 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 

逢星逢星逢星逢星期六期六期六期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00-7:00 

Keep Fit
心靈物語心靈物語心靈物語心靈物語 

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 60

周年佈置周年佈置周年佈置周年佈置 
放風箏放風箏放風箏放風箏 

年初二年初二年初二年初二 

休會休會休會休會 
合合合合 團團團團 

Shar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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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 新年展望新年展望新年展望新年展望 3/2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合合合合 團團團團 單單單單 車車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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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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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4/2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1/2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3/2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1 22/1 29/1 5/2 12/2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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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學人人學人人學人人學 

唱歌唱歌唱歌唱歌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新年習俗新年習俗新年習俗新年習俗

逐樣講逐樣講逐樣講逐樣講 

新春新春新春新春 

慶祝慶祝慶祝慶祝 

家事家事家事家事 

百寶箱百寶箱百寶箱百寶箱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2/1 19/1 26/1 2/2 9/2 16/2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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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陪我老師陪我老師陪我老師陪我

食早餐食早餐食早餐食早餐 
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老師陪我老師陪我老師陪我老師陪我

食早餐食早餐食早餐食早餐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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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肢體彼此肢體彼此肢體彼此肢體彼此

關愛的心關愛的心關愛的心關愛的心

志和行動志和行動志和行動志和行動 
--- 

肢體對鄰肢體對鄰肢體對鄰肢體對鄰

舍的關愛舍的關愛舍的關愛舍的關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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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月月月至至至至二二二二月月月月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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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19/1 26/1 2/2 9/2 16/2 23/2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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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七主日第七主日第七主日第七主日    

((((綠綠綠綠))))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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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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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狄狄狄志遠博士志遠博士志遠博士志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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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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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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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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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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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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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賽賽賽 9 :1 - 4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10-18 

太太太太 4: 12 - 23 

彌彌彌彌 6: 1 - 8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18-31 

太太太太 5: 1 - 12 

賽賽賽賽 58: 1 - 12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2:1 -16 

太太太太 5 : 13- 20 

申申申申 30:15- 2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3:1 - 9 

太太太太 5: 21 - 37 

利利利利 19: 1- 2, 

9 - 18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3:10-11, 

16 - 23 

太太太太 5: 38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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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輔助輔助輔助輔助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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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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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347,46, 347,46, 347,46, 34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8,98,98,9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61,261,261,261,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6 96 96 96 

13, 385,13, 385,13, 385,13, 38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2,102,102,102,    

18718718718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 243,2, 243,2, 243,2, 24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0,100,100,100,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63, 129263, 129263, 129263,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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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0,80,80,80,    

43243243243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4,104,104,104,    

291, 356,291, 356,291, 356,291, 35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61, 303261, 303261, 303261,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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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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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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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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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李李李                銘銘銘銘            生生生生    梁梁梁梁                    健健健健                    華華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