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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大家有沒有看過雜技表演呢？每一次看雜技表演我都看得拍案叫

絶， 因為他們的神乎其技實在太過令人歎為觀止：怎麼碟子像黏著

似的永不倒下來？人體怎麼可能屈曲得像橡筋圈一樣？輕柔順滑的

絲帶怎可能當樹幹般攀爬並在空中做各種高難度動作？   

究竟雜技表演中那些令人目瞪口呆的動作是如何練習出來呢？其

實並沒有甚麼秘訣，只有一個信念──持之以恆、努力苦練，且看看

以下瀋陽民族藝術學校學員們的自白：  

  「我們在師兄的帶領下，每天要重覆一個動作上萬次！」  

  「最嚴重的一次是訓練時拉斷筋腱，休養了整整大半年。對於雜技

演員來說，受傷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為這個節目排練三年，光是這個動作，就練習了一年半。三

年来，我們每天都會從早上 6 點練習到晚上 9 點，1000 多個日夜不

間斷。」 

   正因為演員們不怕吃苦、不怕失敗、堅持練習，結果造就完美的

演出，把不可能變為可能。有時候我們也會經歷一次、十次、甚或百

次的失敗，但並不代表我不能做到這件事。聖經這樣提醒:「我只有

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腓 3:13 下)，使徒保羅老早

就知道人總愛把過去的經驗累積，若過去全都是失敗的經驗，這些經

驗的記憶往往會影響我們對前路的判斷，因而卻步猶豫、裹足不前，

甚或自暴自棄，所以保羅提醒我們不要太困囿於過去的經驗，只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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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前面的標竿直跑。 

  有時候，我們對面前的境況不感樂觀，認為某個目標不可能達

到，我們會祈禱告訴天上的父親；然而，有沒有試過一天又一天的禱

告，事情仍無進展呢？每當你灰心氣餒的時候，試讀讀路加福音

11:1-13 節，耶穌說當我們「 情詞迫切的直求」 ，祂就「必起來照

他所需用的給他」，因為祂知道將要發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祂

有祂的時間表，為要叫萬事都互相效力，且祂是一位有憐憫的主， 只

要你所求的合理，祂要把所需用的賜給你。 

  因此，只要你能堅持，願意恆心禱告，努力親近上帝，世上並沒

有難倒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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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年年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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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2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2 人人人人；；；； 領餐人數平領餐人數平領餐人數平領餐人數平

均為均為均為均為 60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6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4 人人人人，，，，外會會友外會會友外會會友外會會友 16 人人人人。。。。  

2. 本本本本堂為支持國內學生之生活及書簿費堂為支持國內學生之生活及書簿費堂為支持國內學生之生活及書簿費堂為支持國內學生之生活及書簿費，，，，於於於於 2 月份已收特別奉獻月份已收特別奉獻月份已收特別奉獻月份已收特別奉獻，，，，暫收到暫收到暫收到暫收到$5,809，，，，

以支持七位小學生之用以支持七位小學生之用以支持七位小學生之用以支持七位小學生之用。。。。 

3. 主日學部將於主日學部將於主日學部將於主日學部將於 3 月月月月 16 日崇拜後舉辦日崇拜後舉辦日崇拜後舉辦日崇拜後舉辦「「「「全教會讀經日全教會讀經日全教會讀經日全教會讀經日」，」，」，」，今年會研讀羅馬書今年會研讀羅馬書今年會研讀羅馬書今年會研讀羅馬書 12 – 15

章章章章，，，，歡迎所有肢體報名參加歡迎所有肢體報名參加歡迎所有肢體報名參加歡迎所有肢體報名參加 (分為小學組分為小學組分為小學組分為小學組、、、、初中組初中組初中組初中組、、、、高中組高中組高中組高中組，，，，大專組及成人組大專組及成人組大專組及成人組大專組及成人組)。。。。 

4. 青成級主日學將於青成級主日學將於青成級主日學將於青成級主日學將於 3 月月月月 23、、、、30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4 月月月月 6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2:00-3:00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羅馬書查經羅馬書查經羅馬書查經羅馬書查經 ──── 

深度行深度行深度行深度行」」」」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歡迎青年及成年肢體參加歡迎青年及成年肢體參加歡迎青年及成年肢體參加歡迎青年及成年肢體參加，，，，一起研讀上帝話語一起研讀上帝話語一起研讀上帝話語一起研讀上帝話語。。。。 

5. 崇拜部將於崇拜部將於崇拜部將於崇拜部將於 4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10:00 – 12:00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受難日黙想會受難日黙想會受難日黙想會受難日黙想會 ──── 當基督在十當基督在十當基督在十當基督在十

架上架上架上架上」，」，」，」，讓肢體藉詩歌讓肢體藉詩歌讓肢體藉詩歌讓肢體藉詩歌、、、、經文經文經文經文、、、、圖像等黙想基督救贖恩情圖像等黙想基督救贖恩情圖像等黙想基督救贖恩情圖像等黙想基督救贖恩情，，，，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 

6. 栽培部將於栽培部將於栽培部將於栽培部將於 6 月開始至月開始至月開始至月開始至 9 月初月初月初月初，，，，舉辦第三期之舉辦第三期之舉辦第三期之舉辦第三期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除除除除 6 月月月月 8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6

月月月月 22 日兩段時間教授三課外日兩段時間教授三課外日兩段時間教授三課外日兩段時間教授三課外，，，，其他則每次教授一其他則每次教授一其他則每次教授一其他則每次教授一課課課課，，，，每課一小時每課一小時每課一小時每課一小時，，，，逢星期三晚上逢星期三晚上逢星期三晚上逢星期三晚上

7:45 – 9:00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誠邀肢體報名誠邀肢體報名誠邀肢體報名誠邀肢體報名。。。。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本會已獲批准於本會已獲批准於本會已獲批准於本會已獲批准於 10 月月月月 17-19 日期間借用紅磡香港體育館日期間借用紅磡香港體育館日期間借用紅磡香港體育館日期間借用紅磡香港體育館，，，，籌備委員會現有以下安籌備委員會現有以下安籌備委員會現有以下安籌備委員會現有以下安

排建議排建議排建議排建議：：：： 

10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上上上上、、、、下午為搭建工程下午為搭建工程下午為搭建工程下午為搭建工程，，，，晚上則為晚上則為晚上則為晚上則為 10 月月月月 18 日會慶匯演日會慶匯演日會慶匯演日會慶匯演綵排綵排綵排綵排。。。。 

10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上午繼續為會慶匯演綵排上午繼續為會慶匯演綵排上午繼續為會慶匯演綵排上午繼續為會慶匯演綵排，，，，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00-5:30 舉行會慶匯演舉行會慶匯演舉行會慶匯演舉行會慶匯演，，，，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則為明天的感恩崇拜綵排則為明天的感恩崇拜綵排則為明天的感恩崇拜綵排則為明天的感恩崇拜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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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上午十一時舉行感恩崇拜上午十一時舉行感恩崇拜上午十一時舉行感恩崇拜上午十一時舉行感恩崇拜。。。。崇拜完畢崇拜完畢崇拜完畢崇拜完畢，，，，下午還原場地下午還原場地下午還原場地下午還原場地。。。。 

2. 本會社會服務部與傳道牧養部於本會社會服務部與傳道牧養部於本會社會服務部與傳道牧養部於本會社會服務部與傳道牧養部於 3 月月月月 11 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 7:30 –––– 9:30 聯合舉辦聯合舉辦聯合舉辦聯合舉辦「「「「堂社合作堂社合作堂社合作堂社合作，，，，

得人得人得人得人如魚如魚如魚如魚」」」」異象及策略分享會異象及策略分享會異象及策略分享會異象及策略分享會，，，，本堂亦為合作伙伴堂會本堂亦為合作伙伴堂會本堂亦為合作伙伴堂會本堂亦為合作伙伴堂會，，，，當晚亦有分享當晚亦有分享當晚亦有分享當晚亦有分享，，，，誠邀肢誠邀肢誠邀肢誠邀肢

體出席體出席體出席體出席。。。。 

3.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60 周年會慶將周年會慶將周年會慶將周年會慶將於於於於 5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有有有有感恩晚宴感恩晚宴感恩晚宴感恩晚宴，，，，地點為旺角新世紀廣場翠園地點為旺角新世紀廣場翠園地點為旺角新世紀廣場翠園地點為旺角新世紀廣場翠園酒酒酒酒

樓樓樓樓，，，，暫預算每間堂會一席暫預算每間堂會一席暫預算每間堂會一席暫預算每間堂會一席，，，，每位每位每位每位$300，，，，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 

4. 信義宗教會與天主信義宗教會與天主信義宗教會與天主信義宗教會與天主教教教教教會有關教會有關教會有關教會有關「「「「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教義之聯合聲明簽署儀式將於教義之聯合聲明簽署儀式將於教義之聯合聲明簽署儀式將於教義之聯合聲明簽署儀式將於 5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30 –––– 4:30 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舉行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舉行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舉行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舉行，，，，歡迎肢體出席見證歡迎肢體出席見證歡迎肢體出席見證歡迎肢體出席見證。。。。 

5. 本會適逢本會適逢本會適逢本會適逢 60 周年會慶周年會慶周年會慶周年會慶，，，，將於各區有本會歷史介紹將於各區有本會歷史介紹將於各區有本會歷史介紹將於各區有本會歷史介紹，，，，本區本區本區本區(沙田區沙田區沙田區沙田區)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6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30 假救恩堂舉行假救恩堂舉行假救恩堂舉行假救恩堂舉行，，，，由信義宗神學院周兆真院長主講由信義宗神學院周兆真院長主講由信義宗神學院周兆真院長主講由信義宗神學院周兆真院長主講，，，，請肢體預留時間出請肢體預留時間出請肢體預留時間出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席席席。。。。 

6. 本會家庭關顧部之婦女團契聯會擬於本會家庭關顧部之婦女團契聯會擬於本會家庭關顧部之婦女團契聯會擬於本會家庭關顧部之婦女團契聯會擬於 4 月月月月 21-25 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2014 貴州探訪之旅貴州探訪之旅貴州探訪之旅貴州探訪之旅」」」」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行程包括參觀名勝及探訪少數民族行程包括參觀名勝及探訪少數民族行程包括參觀名勝及探訪少數民族行程包括參觀名勝及探訪少數民族教會教會教會教會，，，，藉此認識當地文化及與內地肢體相藉此認識當地文化及與內地肢體相藉此認識當地文化及與內地肢體相藉此認識當地文化及與內地肢體相

交交交交，，，，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本會沙田區同工會定於本會沙田區同工會定於本會沙田區同工會定於本會沙田區同工會定於 4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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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立立

聖餐日聯合崇拜聖餐日聯合崇拜聖餐日聯合崇拜聖餐日聯合崇拜」，」，」，」，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立約的記號立約的記號立約的記號立約的記號」，」，」，」，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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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月月月 18 日之換骹手術順利完成日之換骹手術順利完成日之換骹手術順利完成日之換骹手術順利完成，，，，現需做物理治療現需做物理治療現需做物理治療現需做物理治療，，，，已出院在家休已出院在家休已出院在家休已出院在家休

養養養養，，，，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 

2. 畢森伯伯聲帶經常沙啞畢森伯伯聲帶經常沙啞畢森伯伯聲帶經常沙啞畢森伯伯聲帶經常沙啞，，，，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3 月覆診後再決定需否再做手術月覆診後再決定需否再做手術月覆診後再決定需否再做手術月覆診後再決定需否再做手術，，，，請紀念請紀念請紀念請紀念。。。。 

3. 陳二女婆婆早前跌倒陳二女婆婆早前跌倒陳二女婆婆早前跌倒陳二女婆婆早前跌倒，，，，右右右右眼眼皮縫了幾針眼眼皮縫了幾針眼眼皮縫了幾針眼眼皮縫了幾針，，，，已拆綫已拆綫已拆綫已拆綫，，，，並康復中並康復中並康復中並康復中。。。。 

4. 陳陳陳陳少珍少珍少珍少珍婆婆婆婆婆婆婆婆於於於於 2 月月月月 22 日因病主懷安息日因病主懷安息日因病主懷安息日因病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安息禮拜已於 3 月月月月 6 日晚舉行日晚舉行日晚舉行日晚舉行，，，，求主安求主安求主安求主安

慰其家人慰其家人慰其家人慰其家人。。。。 

5. 肢體黃鳳玲之母親葉麗興婆婆證實患上肺癌肢體黃鳳玲之母親葉麗興婆婆證實患上肺癌肢體黃鳳玲之母親葉麗興婆婆證實患上肺癌肢體黃鳳玲之母親葉麗興婆婆證實患上肺癌，，，，並擴並擴並擴並擴散至腦部散至腦部散至腦部散至腦部，，，，腦部已完成電療腦部已完成電療腦部已完成電療腦部已完成電療，，，，

肺部需再經醫生檢查後再決定如何療法肺部需再經醫生檢查後再決定如何療法肺部需再經醫生檢查後再決定如何療法肺部需再經醫生檢查後再決定如何療法，，，，請請請請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6. 梁志傑弟兄於梁志傑弟兄於梁志傑弟兄於梁志傑弟兄於 2 月月月月 27 日前往加拿大探親日前往加拿大探親日前往加拿大探親日前往加拿大探親，，，，3 月月月月 16 日才回港日才回港日才回港日才回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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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為為為烏克蘭政局及俄軍介入烏克蘭政局及俄軍介入烏克蘭政局及俄軍介入烏克蘭政局及俄軍介入、、、、昆明嚴重傷人事件代昆明嚴重傷人事件代昆明嚴重傷人事件代昆明嚴重傷人事件代禱禱禱禱。。。。 

2. 為為為為泰國政變及本會於泰國工場服事的同工安全泰國政變及本會於泰國工場服事的同工安全泰國政變及本會於泰國工場服事的同工安全泰國政變及本會於泰國工場服事的同工安全禱禱禱禱告告告告。。。。 

3. 為為為為本本本本會會會會 60 周年會慶所有籌備工作周年會慶所有籌備工作周年會慶所有籌備工作周年會慶所有籌備工作禱禱禱禱告告告告。。。。 

4. 為為為為本本本本會會會會 5 月月月月 1 日代表及會員大會有關事項日代表及會員大會有關事項日代表及會員大會有關事項日代表及會員大會有關事項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5. 為本堂騁請新同工交託為本堂騁請新同工交託為本堂騁請新同工交託為本堂騁請新同工交託。。。。 

6. 為本堂教牧及所有事奉人員代禱為本堂教牧及所有事奉人員代禱為本堂教牧及所有事奉人員代禱為本堂教牧及所有事奉人員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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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014 年年年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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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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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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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日日日)     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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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一一一一)     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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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八周年堂慶廿八周年堂慶廿八周年堂慶廿八周年堂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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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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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日日日)     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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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日日日)     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四四四四

月月月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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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日日日日)     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青成級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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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1     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    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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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立聖餐日聯合崇拜立聖餐日聯合崇拜立聖餐日聯合崇拜立聖餐日聯合崇拜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沙田區教會沙田區教會沙田區教會沙田區教會 

18(五五五五)  受難日黙想會受難日黙想會受難日黙想會受難日黙想會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6(六六六六)     On Fire On Fire On Fire On Fire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28(一一一一)     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    本會常委本會常委本會常委本會常委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福音船福音船福音船福音船「「「「望道號望道號望道號望道號」」」」訪港訪港訪港訪港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3 月月月月 11 至至至至 16 日日日日 及及及及 4 月月月月 18 至至至至 26 日日日日 

鼓勵各位相約上船參觀或購書鼓勵各位相約上船參觀或購書鼓勵各位相約上船參觀或購書鼓勵各位相約上船參觀或購書, 認識世界差傳認識世界差傳認識世界差傳認識世界差傳。。。。 

船舶地點及開放時間可瀏覽船舶地點及開放時間可瀏覽船舶地點及開放時間可瀏覽船舶地點及開放時間可瀏覽

http://omhk.org/gospelsh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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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1. 求主親自安慰在泰國衝突中的傷亡者，安撫他們心中的不滿和怒火。求主

賜下平安，讓在外或在內的都得以平安。 

2. 求主保守現時在泰國的各位宣教僕人出入得平安。 

3. 請記念泰國信義會於 25-27/3 北部清萊舉行會員大會，願主厚賜安全順利

進行。 

4. 請記念雪玲姑娘現在本港半年的生活適應。 

 

柬埔寨 

1. 求主讓佩玲與學生關係進深，有機會跟他們分享恩典。 

2. 事奉者與主有美好的關係，有充足的靈力。 

3. 團隊事奉得力，為主傳揚美好的福音。 

 

斐濟 

1. 為斐濟爆發『登革熱』病禱告，據報現已有四千多名患者，求主教政府各

部門及百姓能彼此配合防止這病擴展，保守患病者得醫治。 

2. 為『功課輔導班』及主日學老師們、同工們的學習事奉及青少年團契團友

們成長禱告。 

3. 求主預備有宣教心志的牧者到斐濟作短期和長期的宣教服侍禱告。 

 

 

 

 

 
 

 

 

 

 

 

 

 
 

分享園分享園分享園分享園地地地地    

2014 短宣體驗團短宣體驗團短宣體驗團短宣體驗團 

A.泰宣九天體驗團：20/7 - 28/7 

B.泰北中學生短宣 : 20/7 - 28/7  

C.柬越宣十天團：2/8 - 11/8** 截止報名: 20/3 

D.泰國親子探訪: 5/8 -11/8 七天團 

E.柬醫宣 : 8/11 – 16/11 九天團** 截止: 28/4 

F.斐宣 : 4/12–28/12 **** 截止報名: 30/6 

 

懇切為自己禱告，不要攔阻聖靈的催迫，把握機會與主同行！

有感動者請聯絡教牧同工或翠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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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開始，沐恩堂將推出 

「關懷佈道關懷佈道關懷佈道關懷佈道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課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8 日日日日－－－－9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逢星期三逢星期三逢星期三逢星期三)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6 月月月月 8、、、、22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 - 5:00 

  7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 - 9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45 - 9: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沐恩堂沐恩堂沐恩堂沐恩堂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6 - 12 人人人人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免費免費免費免費（（（（課本自費課本自費課本自費課本自費，，，，兩本合共約兩本合共約兩本合共約兩本合共約 HK$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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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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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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68 67 74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19 22 25 28 2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80 --- 7 --- 44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 --- 11 11 11 

初中初中初中初中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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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6 6 5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 --- 21 33 27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5 --- 6 5 5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 5 2 4 4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11 3 9 8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7 --- 14 11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32 36 40 50 40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9 11 5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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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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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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4 
 

3/4 4/4 5/4 

6/4 7/4 8/4 9/4 10/4 11/4 12/4 

13/4 14/4 
譚順保譚順保譚順保譚順保 

15/4 16/4 17/4 
陳家群陳家群陳家群陳家群 

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 

18/4 19/4 
廖淑英廖淑英廖淑英廖淑英 

20/4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陳少梅陳少梅陳少梅陳少梅 

21/4 
鄺翠霞鄺翠霞鄺翠霞鄺翠霞 

22/4 
陳妙馨陳妙馨陳妙馨陳妙馨 

23/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24/4 25/4 26/4 
黃黃黃黃  仙仙仙仙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27/4 28/4 29/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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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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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22/3 29/3 5/4 12/4 19/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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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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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 

休會休會休會休會 

真人見證真人見證真人見證真人見證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受難節受難節受難節受難節 

翌日休會翌日休會翌日休會翌日休會 

NBA 籃球籃球籃球籃球

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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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合團以諾合團以諾合團以諾合團 
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 

休會休會休會休會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受難節受難節受難節受難節 

翌日休會翌日休會翌日休會翌日休會 
畫出真我畫出真我畫出真我畫出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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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六型六型六型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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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 

休會休會休會休會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受難節受難節受難節受難節 

翌日休會翌日休會翌日休會翌日休會 

哥爾夫球哥爾夫球哥爾夫球哥爾夫球 

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 

以諾以諾以諾以諾 
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 

三三三三次次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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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 

休會休會休會休會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受難節受難節受難節受難節 

翌日休會翌日休會翌日休會翌日休會 
On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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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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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1/4 五五五五) 
---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7/4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2/3 19/3 26/3 2/4 9/4 16/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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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生生生生日日日日會會會會 
十萬個十萬個十萬個十萬個

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 

砌圖砌圖砌圖砌圖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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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6/3 23/3 30/3 6/4 13/4 20/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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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

假期假期假期假期 

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

假期假期假期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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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週心靈聖週心靈聖週心靈聖週心靈

預備預備預備預備 
--- ---  

禾信福音禾信福音禾信福音禾信福音

週週週週,堂校福堂校福堂校福堂校福

音工作音工作音工作音工作 

--- 

肢體常存肢體常存肢體常存肢體常存

盼望的信盼望的信盼望的信盼望的信

仰生活仰生活仰生活仰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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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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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23/3 30/3 6/4 13/4 20/4 27/4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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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    

((((紫紫紫紫))))    

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    

    

((((紫紫紫紫))))    

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白白白白))))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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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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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吳潔忠吳潔忠吳潔忠吳潔忠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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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玉揆牧師巫玉揆牧師巫玉揆牧師巫玉揆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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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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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吳麗吳麗吳麗卿牧師卿牧師卿牧師卿牧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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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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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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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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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結結結 37 :1 - 14 

羅羅羅羅 8 : 6 - 11 

約約約約 11 :1 - 45 

賽賽賽賽 50:4-9 上上上上 

腓腓腓腓 2 : 5 - 11 

太太太太 21 :1 - 11 

徒徒徒徒 10: 34 - 43 

西西西西 3 : 1 - 4 

太太太太 28 :1 - 10 

徒徒徒徒 2: 14 上上上上、、、、

22 – 32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1: 3 -9 

約約約約 20: 1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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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輔助輔助輔助輔助    ------------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    ------------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司司司司

獻獻獻獻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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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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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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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21121121121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0202020,,,,    

370, 22370, 22370, 22370, 222222    

55553333, , , , 35235235235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410410410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63, 223263, 223263, 223263, 223    

209209209209, , , , 333344442222,,,,    

321,321,321,32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44444444    

207207207207, , , , 361361361361,,,,    

333366665555, 2, 2, 2, 227272727    

142142142142, , , , 43434343,,,,    

408, 408, 408, 40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22268, 14368, 14368, 14368, 143    

111177774444, , , , 159159159159,,,,    

162, 162, 162, 16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22259,59,59,5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6262626    

168168168168,,,,    170,170,170,170,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7979797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61261261261, 22, 22, 22, 2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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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    ------------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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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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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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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鄭鄭鄭                            翠翠翠翠                        瓊瓊瓊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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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單單單                            志志志志                        榮榮榮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