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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沐沐沐    

  恩恩恩恩   

     月月月月     

         刊刊刊刊 

                   《《《《口號與行動口號與行動口號與行動口號與行動》》》》               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堂主任堂主任堂主任堂主任) 

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

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

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5 : 13 – 16) 

 明顯地，教會的存在，並非只困在四面牆，而是在聖道得以正確宣講、

聖禮得以正確施行(奧斯堡信條第七條)外，也要在社會(世界)上發揮光和鹽

的功能和角色，意思是要與社會接觸，關愛鄰舍，秉行公義，彰顯上帝的愛。 

本堂今年的主題是「成為一所關愛的教會」，這並不是一個口號，而是有

具體的行動。按各部今年所訂定的關愛行動和聚會，期盼能鼓勵肢體，預留

時間，身體力行，達成目標。兹將部份內容簡介如下： 

崇拜部 團契部 傳道部 栽培部 主日學部 關顧部 

22/6 教育主

日，邀請師

生家長出席 

16/11 戶外崇

拜 ，邀 請師

生親友參加 

8/2 新春盤菜

宴，邀請未信

親友、家長、

學生參加 

每 季 探 討 社

會時事，關心

社會 

13/9 合團關愛

活動，各團自

組關愛行動 

於老人中心

「生死教育

課程」講解

基督教生死

觀 

鼓勵肢體參

加短宣 

開辦「關懷

佈道課程」 

參 加 祈 禱

會 ， 為 個

人 、 教會 守

望 

參加社會時

事探討，關

心社會 

14-16/7 舉辦

暑 期 聖 經

班 ， 服 事學

生 ， 教 導真

理 

定期探訪，

關顧老弱、

單身、患病

者 

與團契部、

栽培部合辦

每季之社會

時事探討，

關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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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所訂定的計劃，並非單為滿足教會的方向和目標，乃是藉此幫助弟

兄姊妹能多一個途徑去關心社區，接觸教外人士，誠邀各位盡力參與和出

席，使這「關愛鄰舍，服務社群」的使命，不致淪為口號，而是有具體和實

質的行動。願主賜我們有信道與行道的力量。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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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年年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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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0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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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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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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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人人人人。。。。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神學生神學生神學生神學生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會會會會於於於於 1 月月月月至至至至 5 月底於本堂實習月底於本堂實習月底於本堂實習月底於本堂實習，，，，實習內容主要為團實習內容主要為團實習內容主要為團實習內容主要為團

契導師及主日學老師服事契導師及主日學老師服事契導師及主日學老師服事契導師及主日學老師服事，，，，時間為每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早上時間為每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早上時間為每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早上時間為每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早上。。。。 

3. 本本本本堂同工方克信牧師已獲信義宗神學院校董會及常務委員會接納堂同工方克信牧師已獲信義宗神學院校董會及常務委員會接納堂同工方克信牧師已獲信義宗神學院校董會及常務委員會接納堂同工方克信牧師已獲信義宗神學院校董會及常務委員會接納，，，，成為神成為神成為神成為神

學院儲備教授學院儲備教授學院儲備教授學院儲備教授。。。。願上帝大大使用方牧師願上帝大大使用方牧師願上帝大大使用方牧師願上帝大大使用方牧師，，，，並請為其學習與生活代禱並請為其學習與生活代禱並請為其學習與生活代禱並請為其學習與生活代禱。。。。 

4. 朱小琪教師已於朱小琪教師已於朱小琪教師已於朱小琪教師已於 1 月月月月 28-30 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 3 天天天天；；；；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已已已已於於於於 2 月月月月 4-8 日日日日(扣扣扣扣

除除除除 2 月月月月 7 日例假日例假日例假日例假)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放年假 4 天天天天。。。。幹事黃鳳霞姊妹將於幹事黃鳳霞姊妹將於幹事黃鳳霞姊妹將於幹事黃鳳霞姊妹將於 2 月月月月 10-13 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 4

天天天天。。。。 

 

本本本本會消息會消息會消息會消息 

1. 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本本本本會會會會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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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已已已於於於於 1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順利進順利進順利進順利進

行行行行，，，，當日約有千多位肢體參與當日約有千多位肢體參與當日約有千多位肢體參與當日約有千多位肢體參與，，，，並並並並籌籌籌籌得約得約得約得約$65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作為文字事工經費作為文字事工經費作為文字事工經費作為文字事工經費。。。。 

2. 經過多月的苦候經過多月的苦候經過多月的苦候經過多月的苦候，，，，本會終於成功申請於本會終於成功申請於本會終於成功申請於本會終於成功申請於「「「「紅館紅館紅館紅館」」」」舉行舉行舉行舉行 60 周年會慶慶典周年會慶慶典周年會慶慶典周年會慶慶典，，，，

10 月月月月 18 日晚上有慶典晚會日晚上有慶典晚會日晚上有慶典晚會日晚上有慶典晚會；；；；10 月月月月 19 日有會慶感恩崇拜日有會慶感恩崇拜日有會慶感恩崇拜日有會慶感恩崇拜。。。。請肢體預留請肢體預留請肢體預留請肢體預留

時間出席時間出席時間出席時間出席，，，，共頌上帝恩典共頌上帝恩典共頌上帝恩典共頌上帝恩典。。。。 

3.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2014 年度的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將於年度的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將於年度的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將於年度的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將於 5 月月月月 1 日假九龍信義中學舉日假九龍信義中學舉日假九龍信義中學舉日假九龍信義中學舉

行行行行。。。。除各項事工報除各項事工報除各項事工報除各項事工報告告告告，，，，討論工作計劃及經費預算外討論工作計劃及經費預算外討論工作計劃及經費預算外討論工作計劃及經費預算外，，，，今屆將會選舉新今屆將會選舉新今屆將會選舉新今屆將會選舉新

一任監督一任監督一任監督一任監督、、、、副監督副監督副監督副監督、、、、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章程修改委員會章程修改委員會章程修改委員會章程修改委員會、、、、內部審計員及董內部審計員及董內部審計員及董內部審計員及董

事事事事，，，，請肢體出席及代禱請肢體出席及代禱請肢體出席及代禱請肢體出席及代禱。。。。 

4.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傳道牧養部將於傳道牧養部將於傳道牧養部將於傳道牧養部將於 2 月中至月中至月中至月中至 5 月舉辦月舉辦月舉辦月舉辦「「「「關懷佈道導師訓練班關懷佈道導師訓練班關懷佈道導師訓練班關懷佈道導師訓練班」」」」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每人每人每人每人$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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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日日日，，，，請向羅雪雯牧師查詢請向羅雪雯牧師查詢請向羅雪雯牧師查詢請向羅雪雯牧師查詢(2388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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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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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底至月底至月底至月底至 3 月底舉行為期五堂之月底舉行為期五堂之月底舉行為期五堂之月底舉行為期五堂之「「「「現代司琴訓練現代司琴訓練現代司琴訓練現代司琴訓練

班班班班」，」，」，」，對象為鋼琴五級或以上的教會司琴對象為鋼琴五級或以上的教會司琴對象為鋼琴五級或以上的教會司琴對象為鋼琴五級或以上的教會司琴，，，，費用費用費用費用$800，，，，名額為名額為名額為名額為 20 位位位位，，，，

詳情參閱海報詳情參閱海報詳情參閱海報詳情參閱海報。。。。 

6. 本會信徒培育部為推動信徒恆常閱讀本會信徒培育部為推動信徒恆常閱讀本會信徒培育部為推動信徒恆常閱讀本會信徒培育部為推動信徒恆常閱讀，，，，提升生命素質提升生命素質提升生命素質提升生命素質，，，，特別舉辦特別舉辦特別舉辦特別舉辦「「「「閱閱閱閱

讀讀讀讀、、、、越喜悅越喜悅越喜悅越喜悅」」」」讀書計劃讀書計劃讀書計劃讀書計劃，，，，並設有鑽獎並設有鑽獎並設有鑽獎並設有鑽獎、、、、金獎金獎金獎金獎、、、、銀獎銀獎銀獎銀獎、、、、銅獎銅獎銅獎銅獎、、、、優異獎及優異獎及優異獎及優異獎及

堂會參與最高比率獎堂會參與最高比率獎堂會參與最高比率獎堂會參與最高比率獎，，，，分別有個人組及家庭組分別有個人組及家庭組分別有個人組及家庭組分別有個人組及家庭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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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日日日，，，，

閱讀期為閱讀期為閱讀期為閱讀期為 3 月月月月 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7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5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有興趣者請查詢有興趣者請查詢有興趣者請查詢有興趣者請查詢：：：：

http://goodbook.hk/rmrm2014 

7. 本會青少本會青少本會青少本會青少部召募部召募部召募部召募「「「「2014 雞公山博愛國際青少年夏令營組長雞公山博愛國際青少年夏令營組長雞公山博愛國際青少年夏令營組長雞公山博愛國際青少年夏令營組長」，」，」，」，須中六或須中六或須中六或須中六或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操流利英語及普通話操流利英語及普通話操流利英語及普通話操流利英語及普通話，，，，已洗禮信徒已洗禮信徒已洗禮信徒已洗禮信徒，，，，服事內地青少年服事內地青少年服事內地青少年服事內地青少年，，，，截止日截止日截止日截止日

期為期為期為期為 2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有志者請向王國樑先生查詢有志者請向王國樑先生查詢有志者請向王國樑先生查詢有志者請向王國樑先生查詢(23885847)。。。。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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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月月月 18-19 日日日日舉辦舉辦舉辦舉辦「「「「獻身營獻身營獻身營獻身營 2014」」」」 ──── 踏出信心一踏出信心一踏出信心一踏出信心一

步步步步，，，，走上恩典之路走上恩典之路走上恩典之路走上恩典之路，，，，講員為張玉文博士講員為張玉文博士講員為張玉文博士講員為張玉文博士，，，，費用費用費用費用$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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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26911520 或或或或 26843207 或或或或 info@lts.edu。。。。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李金玉婆婆將於李金玉婆婆將於李金玉婆婆將於李金玉婆婆將於 2 月月月月 18 日接受手術日接受手術日接受手術日接受手術，，，，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2. 王中真姊妹身體不適王中真姊妹身體不適王中真姊妹身體不適王中真姊妹身體不適，，，，需休息至需休息至需休息至需休息至 2 月底月底月底月底，，，，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3.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姊妹姊妹姊妹姊妹之父親蔡松新伯伯於之父親蔡松新伯伯於之父親蔡松新伯伯於之父親蔡松新伯伯於 1 月月月月 28 日接受心導管及通波仔手術日接受心導管及通波仔手術日接受心導管及通波仔手術日接受心導管及通波仔手術，，，，感謝感謝感謝感謝

上帝上帝上帝上帝，，，，手術順利手術順利手術順利手術順利。。。。 

4. 徐炳徐炳徐炳徐炳峰弟兄之骨灰安放已於峰弟兄之骨灰安放已於峰弟兄之骨灰安放已於峰弟兄之骨灰安放已於 1 月月月月 11 日假和合石舉行日假和合石舉行日假和合石舉行日假和合石舉行。。。。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中中中中、、、、日日日日、、、、韓之領空韓之領空韓之領空韓之領空、、、、地域主權爭拗代禱地域主權爭拗代禱地域主權爭拗代禱地域主權爭拗代禱，，，，求主早日平息爭端求主早日平息爭端求主早日平息爭端求主早日平息爭端。。。。 

2. 為烏克蘭為烏克蘭為烏克蘭為烏克蘭、、、、敍利亞敍利亞敍利亞敍利亞、、、、泰國政泰國政泰國政泰國政變及本會於泰國工場服事的同工安全代禱變及本會於泰國工場服事的同工安全代禱變及本會於泰國工場服事的同工安全代禱變及本會於泰國工場服事的同工安全代禱。。。。 

3. 為為為為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60 周年會慶所有慶典聚會周年會慶所有慶典聚會周年會慶所有慶典聚會周年會慶所有慶典聚會、、、、活動禱告活動禱告活動禱告活動禱告，，，，特別各籌備小組之準備工作特別各籌備小組之準備工作特別各籌備小組之準備工作特別各籌備小組之準備工作。。。。 

4. 為為為為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5 月月月月 1 日代表及會員大會一切事宜日代表及會員大會一切事宜日代表及會員大會一切事宜日代表及會員大會一切事宜禱禱禱禱告告告告。。。。 

5.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聘請聘請聘請聘請同工同工同工同工，，，，求上帝揀選及預備求上帝揀選及預備求上帝揀選及預備求上帝揀選及預備。。。。 

6. 為本為本為本為本堂身心靈軟弱同工堂身心靈軟弱同工堂身心靈軟弱同工堂身心靈軟弱同工、、、、肢體肢體肢體肢體禱禱禱禱告告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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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教會祈禱會負責人年教會祈禱會負責人年教會祈禱會負責人年教會祈禱會負責人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 

5/1 吳牧師 本堂來年聖工及服事團隊 

19/1(60 周年啟動禮周年啟動禮周年啟動禮周年啟動禮) --- 

2/2 (年初三年初三年初三年初三) 李志雄 肢體彼此關愛的心志和行動 

16/2  胡礎雯 肢體對鄰舍的關愛 

2/3 梁笑琼 肢體對社會的關愛 

16/3  林惠誠 聖週心靈預備 

6/4 朱教師 禾信福音週，堂校福音工作 

20/4(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 周于琴 肢體常存盼望的信仰生活 

4/5 吳牧師 本會監督、常委及總辦同工 

18/5  李志遠 本堂成年肢體的靈命及生活 

1/6 (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 鄺嘉欣 本堂差傳事工，本會海宣部事工 

15/6 黃日勝 特區政府及團隊的施政 

6/7 李慈英 本堂暑期活動籌備及人手 

20/7 溫家浩 福音工作的跟進與栽培 

3/8 黃詠琪 本堂青少年肢體的信仰持守 

17/8 鄭翠瓊 信義宗神學院的發展，人才儲備 

7/9 (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 趙仕傑 教友大會及執事選舉 

21/9 連珮瑩 中國政府及人民生活 

5/10 劉幼年 本會 60 周年慶典籌備 

19/10 黃力之 本港的教育發展 

2/11 黃碧瑤 本會的文字工作，道聲出版社發展 

16/11 (戶外崇拜戶外崇拜戶外崇拜戶外崇拜)--- --- 

7/12  楊寶蓮 將臨期心靈預備，迎接基督 

21/12 何俊威 年終感恩，受洗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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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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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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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
月月月月 

01(六六六六)     大專生差傳夜大專生差傳夜大專生差傳夜大專生差傳夜    大專學生大專學生大專學生大專學生 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海宣部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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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08(六六六六)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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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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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日日日)     全教會讀經日全教會讀經日全教會讀經日全教會讀經日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16(日日日日)     崇拜部部會崇拜部部會崇拜部部會崇拜部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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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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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日日日)     主日學合班備課及部會主日學合班備課及部會主日學合班備課及部會主日學合班備課及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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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楊芷茵姊妹楊芷茵姊妹楊芷茵姊妹楊芷茵姊妹 
(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 

回想第一天返沐恩堂是一年前的事，我是在 2012 年 12 月 25 日第一次回來，

當時完全沒有想過一年後，我會領洗，還會分享得救見證，真的是很感恩，

感謝主﹗ 

 

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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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 – 返教會返教會返教會返教會 

先談談我的信仰歷程，在未踏足沐恩堂以前，我也曾經參加不同的教會。現

在回想第一次返教會已是 2001 年，當時我的一個好朋友帶我返鑽石山浸信

會，可是，後來我們畢業，各自找工作，過了一段日子，我們再也沒有返教

會。 

 

決志信主決志信主決志信主決志信主 

到了 2002 年 3 月，唐崇榮牧師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行了佈道會，我的一班

朋友邀請了我一同出席，那段時間，我家裡發生了一些事情，令爸爸和媽媽

的關係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我因此很不開心。雖然，我已經記不起那晚佈道

會的講題，但我記得那晚卻是令我感動的一夜，在牧師向眾人作出呼召時，

我舉手決志了。可是，我的生命並沒有因為決志了而有任何改變，我仍然沒

有返教會、沒有祈禱、沒有讀聖經。 

 

重投教會生活重投教會生活重投教會生活重投教會生活 

在決定信主後的一兩年，家裡仍然有很多問題，而我工作亦不順利，所有常

常都很不開心，心靈感到很空虛，有一天，不知那裡來的感覺，我主動打電

話給我的朋友，跟她說我想返教會。於是她返了九龍城浸信會，這次我們還

不只返崇拜，更參加了他們的團契，那年是 2004 年。在九龍城浸信會的那

幾年，我才知道什麼是基督徒生活 ─ 返團契、祈禱、靈修、查經，可是即

使經過幾年，我仍然感覺跟團契的弟兄姊妹格格不入，有很遠的距離，無法

融入他們。到了最後，我再一次離開了教會，離開了上帝，那年是 2007 年。 

 

之後幾年，有不同的朋友亦曾邀請我返他們的教會，可是每次我都只是返數

次後就沒有再返了。 

 

天主教慕道班天主教慕道班天主教慕道班天主教慕道班 

到了 2010 年，我在一所天主教小學當會計，當時有一個教職員慕道班招生，

我的一位同事邀請我一同參加，由於自小到大我接觸的都是基督教，身邊有

很多基督徒朋友，可是我卻從來沒有接觸天主教，加上一直以來我也有一個

疑問，為何大家相同一位上帝，卻會分為兩個不同宗派呢？基於好奇心想多

了解一些，我就答應那位同事，跟他一起參加了這個為期兩年的慕道班。可

是經過了兩年的慕道期，到最後我還是決定不會領洗。 

 

由第一次返教會，到完成慕道班，中間經歷了大約十年的時間，這十年裡我

跟上帝離離合合了很多次，每次我離開，上帝會以不同的形式讓我再次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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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只是每次我最後都是選擇離棄衪。有時回想，我是多麼的讓上帝傷心、

失望呢﹗可是，上帝不但沒有放棄我，衪總是等著我回轉，而當我回轉的時

候，衪是無條件的再接納我。記得有一次牧師跟我說：「上帝真的給你很大

恩典，衪抓著你一直不放手，始終都是你要回到衪跟前。」是的，上帝真的

很愛我，他又再一次帶領我返到沐恩堂這個「家」。 

 

滿有感恩的人生低潮滿有感恩的人生低潮滿有感恩的人生低潮滿有感恩的人生低潮 

可能大家會很好奇，為什麼我之前一直都不願意接受上帝，但為何這次會有

這個轉變呢？是因為上帝陪我經歷了一個很難忘的 2013 年。 

 

2013 年對我來說是充滿挑戰、挫折和淚水的一年，2013 年 1 月 9 日婆婆突

然在家中中風，雖然媽媽已是第一時間發現並召救護車，可是婆婆這次中風

十分嚴重，她已經完全無法照顧自己，必須長期卧床，由於無法自行吞嚥，

需長期插胃喉，只能進食營養奶。由於婆婆需要高度護理，所以出院後，我

們迫於無奈只能送她到老人院，眼看長期卧在床上，每天身體都在受苦的婆

婆，我可以做的就只有多些去探望她，所以每逢假期和星期六、日，我都必

定會抽空探婆婆。 

 

在面對婆婆這件事情的同時，我和我的男朋友感情亦出現了問題，我越來越

發覺大家在性格和很多價值觀上有很大的分歧，所以在相處上份外的累，在

這個關係上拖拖拉拉了數個月後，在 2013 年 5 月，我向他提出了分手，但

由於他跟我是在同一間學校裡工作的，所以分手後仍然每天要跟他見面，根

本沒有一個讓我靜下來療傷的空間。就在這個時候，我再收到一個消息，跟

我合作數年的校長將要調任到另一所學校，這位校長對我來說不是一位上

司，而是一個合作伙伴，在過去數年我們一同經歷了很多，大家從經歷中建

立了感情、默契和信任，她亦很疼錫我，待我如子女般照顧，不單工作上的

教導，亦關顧到我各方面的需要，她的調任對我的工作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打

擊。到了 8 月初，婆婆因為心臟衰竭和肺炎入院，入院一星期後她就離開了。

當時我的內心真的非常難過，感覺我身邊覺得重要的人，一個一個的離開我。 

在這大半年的日子裡，我經歷了很多打擊和不開心，但同樣地我經歷了很多

上帝的同在和帶領。記得有一次聽到張鎮英牧師的講道，他說到很多時候我

們遇到困難，以為只剩下自己一人的時候，上帝卻沒有離開我們，上帝會以

不同方式來抓著我們，陪我們渡過艱難的時間，有時我們會埋怨上帝，不明

白上帝為何在我們艱難的時候，仍要給我們更多的挑戰，可是上帝卻是希望

藉著這些困難和挑戰，讓我們知道衪想和我們一同面對和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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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如是，在我感到到最無助、最孤單的時候，上帝讓我知道衪是與我同在，

衪不單透過弟兄姊妹的分享、講者的講道、詩歌、聖經的經文來安慰、鼓勵

我，更重要的是衪垂聽我的禱告。有時候去探望婆婆，我祈求上帝讓婆婆有

好的睡眠，一會兒我就見到婆婆好舒服地睡著了；我又會祈求上帝讓婆婆相

信衪，有一次我到老人院探望婆婆的時候，我細聲問她：「婆婆，信主耶穌

好不好呀？」婆婆答了我一句：「好﹗」雖然，我無法知道婆婆回應時的意

識是否清醒，但我只能夠祈求上帝悅納婆婆的回應；我又祈求上帝讓我有空

間好好調整感情事，我的前男朋友在新學年就離職轉換工作，讓我可以有真

正的時間反思彼此的關係，現在我跟前男朋友仍然是互相關心的好朋友；我

亦祈求上帝讓我跟校長可以保持聯絡，大家彼此關心，現在我跟校長仍然會

以短訊交談、有時更會通電話和見面，彼此的關係已超越了上司跟下屬，大

家比以前更交心。在新校長到任初期，我有一段時間不願意接受，不喜歡跟

她相處，工作不能像以前那樣積極、投入，我禱告祈求天父讓我能夠盡快適

應，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我發覺到新校長是一位敬虔愛主、關愛同事、疼

愛學生的好校長，感謝上帝讓我在這裡遇到兩位好上司。 

 

從前「我都經歷不到、見不到、感受不到，你叫我如何信呢？」可謂是我回

應弟兄姊妹的口頭禪。上帝今次就真真正正的讓我經歷到、感受到、體會到

衪的同在，上帝並不是用什麼驚天動地的方法來讓我經歷衪，衪卻是以用衪

最溫柔的手來拖帶我、最窩心的說話來安慰我的方法來讓我經驗到衪的愛。

所以，雖然 2013 年是充滿挑戰、挫折和淚水的一年，但同樣地是充滿感恩

的一年。 

對上帝的回應對上帝的回應對上帝的回應對上帝的回應 – 謙卑順服謙卑順服謙卑順服謙卑順服 

我們都接受了上帝很多的恩典和愛，但我們又有多少時候回應上帝對我們的

愛呢？在預備領洗的過程中，我經歷了更多上帝的保守和帶領，衪讓我學習

到一樣很重要的功課 ─ 謙卑順服。 

在這段日子裡，我深深體會到在上帝裡面我們會有很多不明白、不知道，從

前的我，面對著這些不明白，我會不接受、不順服，要走自己想要走的路，

但上帝以衪的恩典和慈愛讓我經驗到，衪為我所預備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縱

然今天我們可能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但只要我們願意謙卑順服，終有一天我

們會體會到上帝的美意。 

 

我不知道上帝將來在我生命中有什麼安排或召命，但願意上帝讓聖靈時刻提

醒我，學習謙卑順服，遵主而行。 

這篇不只是一篇得救見證，更是我讓回想和數算上帝恩典的一次機會，願榮

耀頌讚都歸與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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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小故事小故事小故事、、、、大道理大道理大道理大道理 
 

一位母親問她五歲的孩子：「如果媽媽和你一起出去玩，

我們渴了，又没有帶水，而你的小書包，恰巧有兩個蘋果，

你會怎麽做呢?」 

 

孩子歪着腦袋想了一會兒，說：「我會把兩個蘋果都咬一

口。」 

 

可想而知，那位母親有多麽的失望。她本想像别的父母一

樣，對孩子訓斥一番，然後再教孩子怎樣做，可就在話即將

說出口那一刻，她忽然改變了主意。母親摸摸孩子的小臉，

温柔地問:「能告訴媽媽，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嗎?」 

 

孩子眨眨眼睛，一臉童真：「因為...因為我想把最甜的

一個給媽媽！霎时，母親的眼裡充滿了淚花！」 

 

【【【【學會傾聽是一種能力學會傾聽是一種能力學會傾聽是一種能力學會傾聽是一種能力】！】！】！】！ 

 

即使最愛的家人之間、都會有誤解，說明溝通、解釋可以

讓愛傳達的清楚明白。愛一直都在，可說不出來，看不明白，

而溝通、傾聽、等待、耐心讓愛展露真實的面貌。給愛一個

機會，從更多溝通開始。 

 

會聽，是禮貌；懂聽，是素質；善聽，是福音。給予一個

機會，你才有機會得到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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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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行動持續，求主賜下和睦。 

2. 求主保守現時在泰國的各位宣教僕人出入得平安。 

3. 求主記念兆麟弟兄泰文學習，下月將開始學習書寫泰文。 

 

柬埔寨 

 

1. 佩玲左眼及雙腳問題有所改善，求主繼續醫治。 

2. 求主使用金邊信義中心，服侍更多鄰舍，傳揚福音。 

3. 為拓展金邊信義中心的工作代禱，求主加添隊工的見識和後方禱告與資源

配合。 

 

斐濟 

 

1. 為斐濟華人教會各事工的進行禱告，包括：青少年團契拓展，主日學事

工，功課輔導班老師的預備及堂會同工的栽培與事奉。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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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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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82 88 78 --- 85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6 27 23 25 23 25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60 --- --- --- --- 60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11 1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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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 3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5 7 9 9 --- 8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23 11 22 23 --- 20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12 --- 2 3 --- 6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5 4 5 6 --- 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5 16 9 12 --- 13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8 --- --- --- 8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 35 27 36 28 32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1 10 --- 8 --- 10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9 ---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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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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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2/3 3/3 
聶玉鳳聶玉鳳聶玉鳳聶玉鳳 

4/3 5/3 6/3 7/3 8/3 

9/3 10/3 11/3 
梁笑蘭梁笑蘭梁笑蘭梁笑蘭 

12/3 13/3 
周世豪周世豪周世豪周世豪 

14/3 15/3 
*黃卓恩黃卓恩黃卓恩黃卓恩 

16/3 17/3 18/3 19/3 20/3 21/3 22/3 

23/3 24/3 25/3 26/3 27/3 
鍾偉邦鍾偉邦鍾偉邦鍾偉邦 

28/3 
*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李以諾 

*王浩陽王浩陽王浩陽王浩陽 

29/3 

30/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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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四一四一四一四年年年年二二二二月至月至月至月至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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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22/2 1/3 8/3 15/3 22/3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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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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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常識時事常識時事常識時事常識

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 

細運會細運會細運會細運會 

大腳板大腳板大腳板大腳板 

走天下走天下走天下走天下 
愛心美食愛心美食愛心美食愛心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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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大自然大自然大自然大自然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以諾合團以諾合團以諾合團以諾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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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風箏放風箏放風箏放風箏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大專生大專生大專生大專生 

差傳夜差傳夜差傳夜差傳夜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十六型十六型十六型十六型 

人格人格人格人格 

中大中大中大中大 

半日遊半日遊半日遊半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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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單單單 車車車車 團契部會團契部會團契部會團契部會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盡訴盡訴盡訴盡訴 

心中情心中情心中情心中情 

逾越節逾越節逾越節逾越節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彼得合團彼得合團彼得合團彼得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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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四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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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4/3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15/3 六六六六)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1/3 五五五五)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2/2 19/2 26/2 5/3 12/3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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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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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電影福音電影福音電影福音電影 專專專專 題題題題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6/2 23/2 2/3 9/3 16/3 23/3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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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早早早上上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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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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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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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肢體對社肢體對社肢體對社肢體對社

會的關愛會的關愛會的關愛會的關愛 --- 
聖週心靈聖週心靈聖週心靈聖週心靈

預備預備預備預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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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二二二二月月月月至至至至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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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23/2 2/3 9/3 16/3 23/3 30/3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    

((((白白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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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最後主日最後主日最後主日最後主日    

((((白白白白))))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紫紫紫紫))))    

(28(28(28(28 週年堂慶週年堂慶週年堂慶週年堂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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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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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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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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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潔忠牧師吳潔忠牧師吳潔忠牧師吳潔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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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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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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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吳吳吳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麗卿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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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黃黃黃黃力之力之力之力之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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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出出出 24: 12-18 

彼後彼後彼後彼後 1:16-21 

太太太太 17 : 1 - 9 

創創創創 2: 15 -17, 

3 : 1 - 7 

羅羅羅羅 5: 12 - 19 

太太太太 4 : 1 - 11 

創創創創 12: 1- 4 上上上上 

羅羅羅羅 4 : 1 - 5, 

13 - 17 

約約約約 3 : 1 - 17 

出出出出 17 : 1 - 7 

羅羅羅羅 5 : 1 - 11 

約約約約 4 : 5 - 42 

撒上撒上撒上撒上 16:1-13 

弗弗弗弗 5 : 8 - 14 

約約約約 9 : 1 - 41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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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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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輔助輔助輔助    ------------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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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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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冼冼冼冼慧珊慧珊慧珊慧珊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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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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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129,49, 129,49, 129,49, 12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0,80,80,80,    

224224224224    

205, 131,205, 131,205, 131,205, 131,    

141,141,141,14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65,265,265,265,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45454545    

211,211,211,21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0,20,20,20,    

370, 222370, 222370, 222370, 222    

53, 352,53, 352,53, 352,53,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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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63, 223263, 223263, 223    

209, 342,209, 342,209, 342,209, 342,    

321,321,321,32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4444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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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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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李李李李            志志志志            雄雄雄雄    黃黃黃黃                        詠詠詠詠                        琪琪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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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