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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與自由關愛與自由關愛與自由關愛與自由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神學生神學生神學生神學生) 

 

不知道大家曾否害怕給別人打亂你的計劃，因此你特意的遠離人群呢？筆

者常會這樣做，如食午餐、主日崇拜後的節目、假期的使用等等，故意不讓

別人知道自己的行踪以免不能自決，希望自己能隨心所慾地用這些「屬於自

己」的時間，得著自由。然而這樣的「自由」卻可能漸漸塑造了一種以自我

為中心的生活態度，讓筆者與人的生命慢慢的疏離，因為捍衛了「虛假」的

自由，逃避了學習「真正」的自由，這「真正」的自由是不會害怕別人參與

在自己的生命中的。 

侯活士在其著作 - 《和平的國度 ─ 基督教倫理學獻議》，談及和平的國

度，是屬於上帝的國度，在這國度裡的人／群體（教會），學習放棄使用暴力

（這暴力是源於以為自己能掌控一切的這種自欺傾向），認識自己的本相（是

會犯罪的，是有限制的，卻又已被上帝和他人所寬恕的），並以耶穌基督的真

實、非暴力、對客旅的照顧、十字架和復活為學習的榜樣，建立忍耐、盼望

和喜樂的品格，習慣以非暴力的態度來面對人生旅程中的陌生的人和事。因

著對上帝的信任，把自己開放給上帝、他者及自己，惟有不再試圖以各種方

式去操控別人，反要成為和平的一份子，真正和平的國度才會出現。 

對於作者在這書中所闡釋的眾多觀點，自己不都完全明白，但卻也很高興

看到這本書。看後也很高興因著上帝，我成了教會的一份子。在教會裡，有

著不少的他者，而當教會面對社會及世界時，亦會覺察著不少他者的存在。

弟兄姊妹，你覺得今天的教會暴力嗎？基督徒群體是否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

益而爭取很多？卻忽略了別人的需要？而在教會中的他者（可能是反對的聲

音）還會存在於群體之中嗎？我們會容讓這些聲音存在，還是容讓這些聲音

漸漸遠離教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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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教會來說的一些異族，（如同性戀傾向的信徒，女權主權份子，麻煩

的人，嘴不離粗口的年青人）我們會張開雙手擁抱他們，還是心裡暗自希望

他們不要為教會帶來甚麼麻煩？其實，這些「陌生人」（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他

者），正正也為我們的生命帶來祝福。因為當他們出現，我們才明白到自己對

別人的生命，根本不能操控；但我們卻能透過分享，參與在彼此的生命中。 

主耶穌基督滿有真理，衪也是真理的本身，我們卻沒有看到他操控別人，

反而是人們被祂的愛所吸引。今天我們說關愛，相信先要學習不要用愛成為

操控別人的工具，當傳福音時，也要真心的為著別人的好處，靠著上帝的引

導，與人同行。 

身為跟隨上帝的人，成為和平的一份子是理所當然的。然而，能成為真正

和平的一份子，需要不斷的靈性操練，才能更具對暴力及使用暴力的覺察感，

對自己而言，這是一條漫漫長路…盼望我們在這路上可得著真自由。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

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 8 : 308 : 308 : 308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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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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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人人人人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1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9 人人人人，，，，長崇長崇長崇長崇 30 人人人人 )；；；； 

領餐人數平均為領餐人數平均為領餐人數平均為領餐人數平均為 76 人人人人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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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人人人人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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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有詩歌內容有詩歌內容有詩歌內容有詩歌、、、、經文黙想經文黙想經文黙想經文黙想、、、、圖像黙觀等圖像黙觀等圖像黙觀等圖像黙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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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堂第三期之本堂第三期之本堂第三期之本堂第三期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關懷佈道課程」」」」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6 月初開課月初開課月初開課月初開課，，，，除除除除 6 月月月月 8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6 月月月月 22 日每堂教日每堂教日每堂教日每堂教

授三課外授三課外授三課外授三課外，，，，其他則每次教授一課其他則每次教授一課其他則每次教授一課其他則每次教授一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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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邀肢體報名學習誠邀肢體報名學習誠邀肢體報名學習誠邀肢體報名學習。。。。 

4. 為慶祝本會為慶祝本會為慶祝本會為慶祝本會 60 周年會慶周年會慶周年會慶周年會慶，，，，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 5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有感恩晚宴有感恩晚宴有感恩晚宴有感恩晚宴，，，，地點為旺角新世地點為旺角新世地點為旺角新世地點為旺角新世

紀廣場翠園酒樓紀廣場翠園酒樓紀廣場翠園酒樓紀廣場翠園酒樓，，，，本堂預訂了一席本堂預訂了一席本堂預訂了一席本堂預訂了一席，，，，現尚有少量空位現尚有少量空位現尚有少量空位現尚有少量空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費用費用費用費用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300，，，，請向幹事報名請向幹事報名請向幹事報名請向幹事報名。。。。 

5. 4 月月月月 20 日復活節崇拜將有肢體日復活節崇拜將有肢體日復活節崇拜將有肢體日復活節崇拜將有肢體洗禮洗禮洗禮洗禮，，，，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梁志傑梁志傑梁志傑梁志傑、、、、何達恆何達恆何達恆何達恆，，，，嬰嬰嬰嬰孩孩孩孩：：：：范晉華范晉華范晉華范晉華。。。。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信義宗教會與天主教教會信義宗教會與天主教教會信義宗教會與天主教教會信義宗教會與天主教教會就就就就有關有關有關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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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共同共同共同共同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這合一時刻這合一時刻這合一時刻這合一時刻。。。。 

2. 本本本本會適逢會適逢會適逢會適逢 60 周年會慶周年會慶周年會慶周年會慶，，，，將於各區介紹本會發展歷史將於各區介紹本會發展歷史將於各區介紹本會發展歷史將於各區介紹本會發展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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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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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亦期間亦期間亦期間亦

有簡單而隆重的慶典活動有簡單而隆重的慶典活動有簡單而隆重的慶典活動有簡單而隆重的慶典活動，，，，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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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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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行行

程包括參觀名勝及探訪少數民族教會程包括參觀名勝及探訪少數民族教會程包括參觀名勝及探訪少數民族教會程包括參觀名勝及探訪少數民族教會，，，，藉此認識當地文化及與內地肢體相交藉此認識當地文化及與內地肢體相交藉此認識當地文化及與內地肢體相交藉此認識當地文化及與內地肢體相交，，，，已已已已

有有有有 40 多位肢體報名多位肢體報名多位肢體報名多位肢體報名。。。。本堂吳牧師與教友鄭翠瓊將會前往本堂吳牧師與教友鄭翠瓊將會前往本堂吳牧師與教友鄭翠瓊將會前往本堂吳牧師與教友鄭翠瓊將會前往，，，，請記念行程平安及順利請記念行程平安及順利請記念行程平安及順利請記念行程平安及順利。。。。 

4. 本會家庭關顧部之婦女團契聯會訂於本會家庭關顧部之婦女團契聯會訂於本會家庭關顧部之婦女團契聯會訂於本會家庭關顧部之婦女團契聯會訂於 5 月月月月 5、、、、12、、、、19、、、、26 日日日日(逢星期一逢星期一逢星期一逢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 –––– 

12 時假信義樓五樓舉辦時假信義樓五樓舉辦時假信義樓五樓舉辦時假信義樓五樓舉辦「「「「養生之道養生之道養生之道養生之道」」」」講座講座講座講座，，，，邀請林舜芳女士邀請林舜芳女士邀請林舜芳女士邀請林舜芳女士(資深註冊護士資深註冊護士資深註冊護士資深註冊護士)及余及余及余及余

遠聘博士遠聘博士遠聘博士遠聘博士(世界綠色組織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世界綠色組織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世界綠色組織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世界綠色組織創辦人及行政總裁)為講員為講員為講員為講員，，，，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費用每位費用每位費用每位費用每位$50。。。。 

5. 本會信徒培育部與道聲出版社舉辦本會信徒培育部與道聲出版社舉辦本會信徒培育部與道聲出版社舉辦本會信徒培育部與道聲出版社舉辦「「「「一生愛閱讀一生愛閱讀一生愛閱讀一生愛閱讀」」」」讀書會讀書會讀書會讀書會，，，，下次讀書會日期為下次讀書會日期為下次讀書會日期為下次讀書會日期為 6

月月月月 13 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 7:15 –––– 8:30，，，，今次主題為今次主題為今次主題為今次主題為「「「「追隨基督追隨基督追隨基督追隨基督」，」，」，」，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消消消消息息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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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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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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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戴浩輝牧師宣講由戴浩輝牧師宣講由戴浩輝牧師宣講由戴浩輝牧師宣講，，，，請肢體預留時請肢體預留時請肢體預留時請肢體預留時

間出席間出席間出席間出席。。。。 

2.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2017 行政長官及行政長官及行政長官及行政長官及 2016 立法會產生辦法之諮詢文件立法會產生辦法之諮詢文件立法會產生辦法之諮詢文件立法會產生辦法之諮詢文件，，，，本會已將回應轉交基督本會已將回應轉交基督本會已將回應轉交基督本會已將回應轉交基督

教協進會教協進會教協進會教協進會，，，，大部份表示贊成該草擬文件大部份表示贊成該草擬文件大部份表示贊成該草擬文件大部份表示贊成該草擬文件。。。。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范晉華小弟弟早前范晉華小弟弟早前范晉華小弟弟早前范晉華小弟弟早前因因因因發高燒發高燒發高燒發高燒，，，，在醫院住了一星期多在醫院住了一星期多在醫院住了一星期多在醫院住了一星期多，，，，經醫生確診經醫生確診經醫生確診經醫生確診，，，，並非感冒感染並非感冒感染並非感冒感染並非感冒感染，，，，

而是尿管再次閉塞而是尿管再次閉塞而是尿管再次閉塞而是尿管再次閉塞，，，，導致發炎發燒導致發炎發燒導致發炎發燒導致發炎發燒。。。。醫生建議需再做手術醫生建議需再做手術醫生建議需再做手術醫生建議需再做手術，，，，請肢體切切為這家庭請肢體切切為這家庭請肢體切切為這家庭請肢體切切為這家庭

及孩子禱告及孩子禱告及孩子禱告及孩子禱告。。。。 

2. 李金玉婆婆換骹手術後正開始學習行走李金玉婆婆換骹手術後正開始學習行走李金玉婆婆換骹手術後正開始學習行走李金玉婆婆換骹手術後正開始學習行走，，，，進展不錯進展不錯進展不錯進展不錯；；；；惟肺部較弱惟肺部較弱惟肺部較弱惟肺部較弱，，，，間中間中間中間中需靠吸氧需靠吸氧需靠吸氧需靠吸氧

氣舒緩呼吸氣舒緩呼吸氣舒緩呼吸氣舒緩呼吸。。。。 

3. 張振平張振平張振平張振平、、、、朱煥意伉儷神經痛越來越嚴重朱煥意伉儷神經痛越來越嚴重朱煥意伉儷神經痛越來越嚴重朱煥意伉儷神經痛越來越嚴重，，，，經過多次治療經過多次治療經過多次治療經過多次治療，，，，但改善不大但改善不大但改善不大但改善不大，，，，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4. 肢體黃鳳玲之母親葉麗興婆婆肢體黃鳳玲之母親葉麗興婆婆肢體黃鳳玲之母親葉麗興婆婆肢體黃鳳玲之母親葉麗興婆婆之之之之肺癌肺癌肺癌肺癌診治將結合中西醫治療法診治將結合中西醫治療法診治將結合中西醫治療法診治將結合中西醫治療法，，，，盼望對其病情有盼望對其病情有盼望對其病情有盼望對其病情有

所舒緩所舒緩所舒緩所舒緩，，，，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5. 黃翠琴婆婆腰椎間之腫瘤再復發黃翠琴婆婆腰椎間之腫瘤再復發黃翠琴婆婆腰椎間之腫瘤再復發黃翠琴婆婆腰椎間之腫瘤再復發，，，，醫生建議再做電療及化療醫生建議再做電療及化療醫生建議再做電療及化療醫生建議再做電療及化療，，，，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6. 賴步雲伯伯及謝玉冰婆婆身體健康越來越差賴步雲伯伯及謝玉冰婆婆身體健康越來越差賴步雲伯伯及謝玉冰婆婆身體健康越來越差賴步雲伯伯及謝玉冰婆婆身體健康越來越差，，，，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7. 曾煥傳伯伯因免役系統失調曾煥傳伯伯因免役系統失調曾煥傳伯伯因免役系統失調曾煥傳伯伯因免役系統失調，，，，全身紅腫及痕癢全身紅腫及痕癢全身紅腫及痕癢全身紅腫及痕癢，，，，醫生只能提供止痕藥醫生只能提供止痕藥醫生只能提供止痕藥醫生只能提供止痕藥，，，，請為曾太請為曾太請為曾太請為曾太

之奔波勞碌地照顧禱告之奔波勞碌地照顧禱告之奔波勞碌地照顧禱告之奔波勞碌地照顧禱告，，，，求主加力求主加力求主加力求主加力。。。。 

8. 蔡青姐婆婆曾於蔡青姐婆婆曾於蔡青姐婆婆曾於蔡青姐婆婆曾於 4 月月月月 3 日接受白日接受白日接受白日接受白內障手術內障手術內障手術內障手術，，，，手術順利手術順利手術順利手術順利，，，，但醫生建議需休息幾天但醫生建議需休息幾天但醫生建議需休息幾天但醫生建議需休息幾天。。。。 

9. 黃德康弟兄之婆婆黃德康弟兄之婆婆黃德康弟兄之婆婆黃德康弟兄之婆婆守夜及出殯將於守夜及出殯將於守夜及出殯將於守夜及出殯將於 4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晚晚晚晚、、、、25 日早上進行日早上進行日早上進行日早上進行，，，，地點為萬國殯地點為萬國殯地點為萬國殯地點為萬國殯

儀館儀館儀館儀館，，，，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 

10. 朱婉婷姊妹被診斷有腰椎退化朱婉婷姊妹被診斷有腰椎退化朱婉婷姊妹被診斷有腰椎退化朱婉婷姊妹被診斷有腰椎退化，，，，其痛楚情況已持續差不多一年其痛楚情況已持續差不多一年其痛楚情況已持續差不多一年其痛楚情況已持續差不多一年，，，，請為其治療方法請為其治療方法請為其治療方法請為其治療方法

和過程切切禱告和過程切切禱告和過程切切禱告和過程切切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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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本堂肢體之屬靈生命成長及教會復興代本堂肢體之屬靈生命成長及教會復興代本堂肢體之屬靈生命成長及教會復興代本堂肢體之屬靈生命成長及教會復興代禱禱禱禱。。。。 

2. 為為為為本堂仍在召聘第三位同工本堂仍在召聘第三位同工本堂仍在召聘第三位同工本堂仍在召聘第三位同工禱禱禱禱告告告告，，，，求主預備求主預備求主預備求主預備。。。。 

3. 為為為為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方克信牧師於神學院之進修及實習牧養禱告方克信牧師於神學院之進修及實習牧養禱告方克信牧師於神學院之進修及實習牧養禱告方克信牧師於神學院之進修及實習牧養禱告。。。。 

4. 為為為為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60 周年會慶一切籌備工作周年會慶一切籌備工作周年會慶一切籌備工作周年會慶一切籌備工作、、、、人手及經人手及經人手及經人手及經費等代費等代費等代費等代禱禱禱禱。。。。 

5. 為為為為本本本本會會會會 5 月月月月 1 日代表及會員大會日代表及會員大會日代表及會員大會日代表及會員大會，，，，選舉正選舉正選舉正選舉正、、、、副監督副監督副監督副監督、、、、董事董事董事董事、、、、常委常委常委常委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6. 為為為為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泰國泰國泰國泰國、、、、烏克蘭及其他內戰烏克蘭及其他內戰烏克蘭及其他內戰烏克蘭及其他內戰、、、、政變國家禱告政變國家禱告政變國家禱告政變國家禱告，，，，求主止息紛爭求主止息紛爭求主止息紛爭求主止息紛爭。。。。 

7. 為為為為馬航客機之救馬航客機之救馬航客機之救馬航客機之救援援援援工作及乘客家人工作及乘客家人工作及乘客家人工作及乘客家人代禱代禱代禱代禱，，，，並於沙巴被綁架的中國及菲律賓人質代並於沙巴被綁架的中國及菲律賓人質代並於沙巴被綁架的中國及菲律賓人質代並於沙巴被綁架的中國及菲律賓人質代

禱禱禱禱。。。。 

 

    2014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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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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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

月月月月 

01(四四四四)     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05(一一一一)     婦女培訓婦女培訓婦女培訓婦女培訓    ––––    養生之道養生之道養生之道養生之道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婦聯婦聯婦聯婦聯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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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一一一一)     婦女培訓婦女培訓婦女培訓婦女培訓    ––––    養生之道養生之道養生之道養生之道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婦聯婦聯婦聯婦聯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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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五五五五)     60606060 周年會慶感恩聚餐周年會慶感恩聚餐周年會慶感恩聚餐周年會慶感恩聚餐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17(六六六六)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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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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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一一一一)     婦女培訓婦女培訓婦女培訓婦女培訓    ––––    養生之道養生之道養生之道養生之道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婦聯婦聯婦聯婦聯 

20-22     同工進修營同工進修營同工進修營同工進修營    本會同工本會同工本會同工本會同工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25(日日日日)     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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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一一一一)     婦女婦女婦女婦女培訓培訓培訓培訓    ––––    養生之道養生之道養生之道養生之道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婦聯婦聯婦聯婦聯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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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六六六六)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差傳分享差傳分享差傳分享差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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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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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請記念泰國政局不穩，求主叫大選早日順利完成，平息紛爭，人民生活得平安。 

2. 為兆麟弟兄申請泰國工作證及泰文學習祈禱。 

3. 泰國信義會常務委員會新近補選兩位成員，為新委員會的合作代禱。 

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 

1. 為復活節慶祝會籌備及邀請參加者禱告。 

2. 為隊工關係進深，能更有效地服侍主。 

3. 後方送來一個按摩器，佩玲腳患得舒緩感恩。 

4. 為年輕姊妹Ｒ打算九月前往工場服侍祈禱。 

5. 正積極物色購買土地發展學校事工，求主開路。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為斐濟爆發『登革熱』病禱告，三月底已超過一萬五千多宗病案，求主讓政府各部門

及百姓能彼此配合防止這病擴散，保守患病者得醫治。 

2. 曾國輝牧師女兒思惠於 18/3-17/4 到菲律賓一小島作醫療服侍，求主保守她的健康及與

隊工的配搭。 

 

2014 年開始，沐恩堂將推出 

「關懷佈道第三期關懷佈道第三期關懷佈道第三期關懷佈道第三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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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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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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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57 75 66 74 70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34 26 31 30 --- 30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53 --- 12 --- --- 33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18 17 17 15 12 16 

初中初中初中初中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5 2 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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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7 5 6 5 

安安安安得烈團契得烈團契得烈團契得烈團契 22 32 20 23 34 26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6 2 7 5 8 6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3 5 12 6 3 6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3 15 12 12 8 12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4 4 --- --- 4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0 45 36 46 --- 42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2 9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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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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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5 3/5 

4/5 5/5 6/5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周佩君周佩君周佩君周佩君 

7/5 8/5 9/5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10/5 

11/5 
鍾麗珠鍾麗珠鍾麗珠鍾麗珠 

12/5 13/5 14/5 15/5 16/5 17/5 

18/5 

*蔡芊庭蔡芊庭蔡芊庭蔡芊庭 

19/5 20/5 21/5 
*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方靜泠 

22/5 
陳二女陳二女陳二女陳二女 

23/5 24/5 
*李以琳李以琳李以琳李以琳 

25/5 26/5 27/5 28/5 29/5 
黃十妹黃十妹黃十妹黃十妹 

30/5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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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四四四四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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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26/4 3/5 10/5 17/5 24/5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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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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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Google 
Earth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NBA 籃球籃球籃球籃球

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有妙法有妙法有妙法有妙法 
手工制作手工制作手工制作手工制作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差傳分享差傳分享差傳分享差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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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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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宗教宗教宗教 

睇真睇真睇真睇真 D 
涼浸浸涼浸浸涼浸浸涼浸浸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差傳分享差傳分享差傳分享差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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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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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 

異文化異文化異文化異文化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差傳分享差傳分享差傳分享差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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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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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差傳分享差傳分享差傳分享差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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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日日日日)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9/5 五五五五) 
---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5/5 日日日日)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6/4 23/4 30/4 7/5 14/5 21/5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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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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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細運會細運會細運會細運會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4 20/4 27/4 4/5 11/5 18/5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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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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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差傳差傳差傳差傳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初中初中初中初中級級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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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會監督本會監督本會監督本會監督,

常委及總常委及總常委及總常委及總

辦同工辦同工辦同工辦同工 

--- 

本堂成年本堂成年本堂成年本堂成年

肢體的靈肢體的靈肢體的靈肢體的靈

命及生活命及生活命及生活命及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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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四四四四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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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20/4 27/4 4/5 11/5 18/5 25/5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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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白白白白))))    

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    

領領領領會會會會        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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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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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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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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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    楊有志楊有志楊有志楊有志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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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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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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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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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徒徒徒 2: 14 上上上上, 

36 – 41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1:17 -23 

路路路路 24: 13 - 35 

徒徒徒徒 2: 42 - 47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2:19 -25 

約約約約 10 : 1 - 10 

徒徒徒徒 7 : 55 - 60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2: 2 - 10 

約約約約 14 : 1 - 14 

徒徒徒徒 17: 22 - 31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3:13 -22 

約約約約 14 :15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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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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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輔助輔助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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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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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李李李志遠志遠志遠志遠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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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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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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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142, 43,142, 43,142, 43,142, 43,    

408, 408, 408, 40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68, 143268, 143268, 143268, 143    

174, 159,174, 159,174, 159,174, 159,    

162, 162, 162, 16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59,259,259,25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6262626    

168, 170, 168, 170, 168, 170, 168, 170,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79, 79, 79, 7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61, 226261, 226261, 226261, 226    

165, 365,165, 365,165, 365,165, 36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52,52,52,52,    

373373373373    

207, 360,207, 360,207, 360,207, 360,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21,(121,(121,(121,    

66, 62),66, 62),66, 62),66, 62),    

441441441441    

209, 439,209, 439,209, 439,209, 439,    

370,370,370,370,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0808080    

300, 300, 300, 300,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41,41,41,41,    

301, 301, 301, 30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59, 259, 259, 25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939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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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周于琴姊妹    ------------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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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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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黃黃黃佩珍佩珍佩珍佩珍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鄭鄭鄭鄭                            翠翠翠翠                        瓊瓊瓊瓊    趙趙趙趙                            仕仕仕仕                        傑傑傑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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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