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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日你今日你今日你今日『『『『感感感感』』』』咗味咗味咗味咗味？？？？         趙仕傑弟兄趙仕傑弟兄趙仕傑弟兄趙仕傑弟兄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一個窮苦學生，為了付學費，挨家挨戶地推銷貨品。到了晚上，覺得肚子
很餓，而口袋裡只剩下一個小錢。他便下定決心，到下一家時，向人家要飯
吃。然而當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孩子打開門時，他卻失去了勇氣。不敢討飯，
他卻只要求一杯水喝。女孩看出他飢餓的樣子，於是給他端出一大杯鮮奶來。
他不慌不忙地將它喝下，之後問說：「應付多少錢？」 她的答覆卻是：「你
不欠我一分錢。母親告訴我，不要為善事要求回報。」於是他說：「那麼我
只有由衷地謝謝了」。當他離開時，不但覺得自己的身體強壯了不少，而且
對上帝與對人的信心也增強起來。他原來已經陷入絕境，準備放棄一切的。 
 

好幾年後，那個年輕女孩患了重病且病情危急。當地醫生都已束手無策。
家人終於將她送進大都市，以便請專家來檢查她罕見的病情。負責的主診醫
生看過她的病歷後決心要盡最大的努力來挽救她的性命。經過漫長的奮鬥，
終於讓她起死回生，戰勝了病魔。最後，醫院會計部將出院的帳單送到醫生
手中，請他簽字。醫生看了帳單一眼，然後在帳單邊緣上寫了幾個字，就將
帳單轉送到她的病房裡。她不敢打開帳單，因為她確定，需要她一輩子才能
還清這筆醫藥費。但最後她還是打開看了，驚訝的看到了這麼一句話：「一
杯鮮奶已足以付清全部的醫藥費！」 
 

眼中氾濫著淚水，她心中高興地祈禱著：「上帝啊！感謝您，感謝您的慈

愛，藉由眾人的心和手，不斷地在傳播著。」 

 

以上故事的兩位主角，有共同的特質：兩位都是懂得感恩的人。事實上，

因受別人恩惠或得著好處而有感恩之心是自然不過的，你我亦不難在各自身

上或過往經歷體驗得到。例如，因著母親為自己畢生無條件的付出， 我們都

曉得常存感恩，故此每年母親生日或母親節必有慶祝活動；為答謝老師勞心

勞力的教學，畢業時亦會設謝師宴。然而，在出席或參與這些活動時，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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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是真的發自一顆「感恩」的心而作？抑或只是一年一度的指定動作，俾

面派對？ 

 

向施恩者發出感恩的回應是每個受惠者應有的表現(我更認為這是基本的

人性)。還記得童年時經常看到一些父母在餵食物給孩子們時會要求他們先

說：「謝謝！」有些更要求孩子們手口並用去表達謝意才送上食物，這些行為

代表著什麼？ 我想，這些父母目的絕非藉機械式的操練去為孩子們輸入程

式，以表現自己教得好，而是訓練他們應常存感恩的心去領受「非必然」的

一切。這是重要的，因「感恩」發自謙卑，亦教人曉得珍惜和回餽。可是，

現代人大都缺乏這「感恩」德性。飯來張口，錢來伸手，似乎都已成普遍現

象。原因何在？是因為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是因為這都是天賦予的權

利去享用？是父母不懂去教？是人的素質？ 

 

基督徒又如何？上帝創造世界，賜予我們生命，照顧我們生活所需，可謂

無微不至。不單如此，在我們犯罪的情況下，祂也不忍施行我們當受的刑罰，

反而主動作出犧牲去填補我們的過犯 ─ 怎能如此？當我等罪人「享用」過

這盛宴，得意地慶幸一次又一次的「大步 過」後，不但沒存感激之心，反

倒一再在那已刺穿的傷口上去灑鹽，羞辱十架救恩 ─ 又怎能如此？執筆之

時，我正想到上一主日方牧師證道時提及的一段話：我們或曾都會對上帝許

下承諾，若上帝幫忙達成某些願望，我們就定必對祂堅決信靠並熱心事奉祂。

可惜的是，這等承諾往往都沒有兌現！的確，從來都是我們在領受了上帝恩

典後不懂感恩，不能守我們的承諾；相反，上帝對我們的應許，卻從不落空，

只會錦上添花，不是嗎？ 

 

很喜歡一首詩歌的信息：能看見，能聽見，乃主恩典。是的，能身無缺陷

健健康康的在地上活着絕非必然。若我們能看見藍天，聽到潮聲，我們有否

去為此而感謝上帝？若你更有其他恩賜 ─ 你的好聲音，才智，技能 …… 有

否為此感恩並好好運用，就像故事中的醫生和女孩？信徒若對上帝常存感恩

的心，就不會經常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輕看每個事奉祂的機會，以至虧缺了

上帝的榮耀。 

 

最近，電視常播放著一段宣傳短片，片中的一個自稱「小人物」的小店店

東，藉向有需要人士免費送上食物，傳達著他對上天給他有能力去幫人而感

恩。他亦道出自己愛香港這個家，因此他用個心去愛這個家。今天，不少沐

恩堂的弟兄姊妹都已經歷上帝無數恩惠，我亦深信肢體們都愛這個屬靈的

家。或許我們都應仿傚「小人物」的態度和做法，存感恩的心和積極的行動

去回應上帝，藉禱告、敬拜和服侍他人，讓上帝得著當得的榮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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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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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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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人人人，，，，長崇長崇長崇長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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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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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人人人，，，，外會會友外會會友外會會友外會會友 20 人人人人 )。。。。  

2. 復活節接受洗禮成人有梁志傑復活節接受洗禮成人有梁志傑復活節接受洗禮成人有梁志傑復活節接受洗禮成人有梁志傑、、、、何達恆何達恆何達恆何達恆，，，，嬰兒有范晉華嬰兒有范晉華嬰兒有范晉華嬰兒有范晉華。。。。願主堅立他們的信仰願主堅立他們的信仰願主堅立他們的信仰願主堅立他們的信仰。。。。 

3. 禾信學校福音週已順利舉行禾信學校福音週已順利舉行禾信學校福音週已順利舉行禾信學校福音週已順利舉行，，，，多謝肢體取年假協助及支援多謝肢體取年假協助及支援多謝肢體取年假協助及支援多謝肢體取年假協助及支援，，，，佈道會中有佈道會中有佈道會中有佈道會中有 52 位學生位學生位學生位學生

決志信主決志信主決志信主決志信主，，，，請為栽培及跟進工作禱告請為栽培及跟進工作禱告請為栽培及跟進工作禱告請為栽培及跟進工作禱告，，，，讓幼苗能茁壯成長讓幼苗能茁壯成長讓幼苗能茁壯成長讓幼苗能茁壯成長。。。。 

4. 2013-2014 年度之奉獻收據已預備妥當年度之奉獻收據已預備妥當年度之奉獻收據已預備妥當年度之奉獻收據已預備妥當，，，，並已陸續派發並已陸續派發並已陸續派發並已陸續派發，，，，如未收到或有錯漏如未收到或有錯漏如未收到或有錯漏如未收到或有錯漏，，，，請向請向請向請向

幹事聯絡幹事聯絡幹事聯絡幹事聯絡。。。。 

5. 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2014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2015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30 日將有芬蘭差會的同工日將有芬蘭差會的同工日將有芬蘭差會的同工日將有芬蘭差會的同工卜妮莉牧師前卜妮莉牧師前卜妮莉牧師前卜妮莉牧師前來來來來

協助牧養工作協助牧養工作協助牧養工作協助牧養工作，，，，她是一位女牧師她是一位女牧師她是一位女牧師她是一位女牧師，，，，懂以廣東話與肢體交流懂以廣東話與肢體交流懂以廣東話與肢體交流懂以廣東話與肢體交流。。。。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5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為本 會代 表及 會員 大會為本 會代 表及 會員 大會為本 會代 表及 會員 大會為本 會代 表及 會員 大會 ，，，， 當 日 選出當 日 選出當 日 選出當 日 選出 張振 華牧 師張振 華牧 師張振 華牧 師張振 華牧 師 新 一 屆 為監 督新 一 屆 為監 督新 一 屆 為監 督新 一 屆 為監 督，，，，            

方承方牧師方承方牧師方承方牧師方承方牧師為副監督為副監督為副監督為副監督，，，，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為常務委員會委員為常務委員會委員為常務委員會委員為常務委員會委員。。。。 

2. 本本本本會會會會之歷史發展介紹將於開始在之歷史發展介紹將於開始在之歷史發展介紹將於開始在之歷史發展介紹將於開始在各區各區各區各區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沙田區沙田區沙田區沙田區定定定定於於於於 6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30 假假假假

信義會救恩堂舉行信義會救恩堂舉行信義會救恩堂舉行信義會救恩堂舉行，，，，屆時屆時屆時屆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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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聚會中並於聚會中並於聚會中並於聚會中有簡單而有簡單而有簡單而有簡單而

隆重的慶典活動隆重的慶典活動隆重的慶典活動隆重的慶典活動，，，，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請報名請報名請報名請報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黃仙婆婆早前跌斷右腳黃仙婆婆早前跌斷右腳黃仙婆婆早前跌斷右腳黃仙婆婆早前跌斷右腳，，，，已做手術已做手術已做手術已做手術，，，，並轉並轉並轉並轉往大埔醫院留醫往大埔醫院留醫往大埔醫院留醫往大埔醫院留醫。。。。 

2. 吳蝶婆婆亦跌倒吳蝶婆婆亦跌倒吳蝶婆婆亦跌倒吳蝶婆婆亦跌倒，，，，左手骨裂左手骨裂左手骨裂左手骨裂。。。。她因早前曾暈倒多次她因早前曾暈倒多次她因早前曾暈倒多次她因早前曾暈倒多次，，，，醫生已為其做腦掃描醫生已為其做腦掃描醫生已為其做腦掃描醫生已為其做腦掃描，，，，以檢以檢以檢以檢

查健康狀況查健康狀況查健康狀況查健康狀況。。。。 

3. 李美蓮已接受白內障手術李美蓮已接受白內障手術李美蓮已接受白內障手術李美蓮已接受白內障手術，，，，手術順利手術順利手術順利手術順利，，，，視力較清晰視力較清晰視力較清晰視力較清晰。。。。 

4. 謝玉冰婆婆已病了約一個月謝玉冰婆婆已病了約一個月謝玉冰婆婆已病了約一個月謝玉冰婆婆已病了約一個月，，，，其身體仍然衰弱其身體仍然衰弱其身體仍然衰弱其身體仍然衰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5. 范晉華小弟弟范晉華小弟弟范晉華小弟弟范晉華小弟弟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5 月月月月 7 日接受手術日接受手術日接受手術日接受手術，，，，手術順利手術順利手術順利手術順利，，，，現已回家現已回家現已回家現已回家。。。。 

6. 黃鳳玲姊妹之母親葉麗興婆婆曾再次入院黃鳳玲姊妹之母親葉麗興婆婆曾再次入院黃鳳玲姊妹之母親葉麗興婆婆曾再次入院黃鳳玲姊妹之母親葉麗興婆婆曾再次入院，，，，現已出院在家休息現已出院在家休息現已出院在家休息現已出院在家休息，，，，精神尚可精神尚可精神尚可精神尚可，，，，只是只是只是只是

容易疲累容易疲累容易疲累容易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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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本會新一屆正本會新一屆正本會新一屆正本會新一屆正、、、、副監督及各董事副監督及各董事副監督及各董事副監督及各董事、、、、常委禱告常委禱告常委禱告常委禱告。。。。 

2.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眾肢體屬靈生命及信仰生活代眾肢體屬靈生命及信仰生活代眾肢體屬靈生命及信仰生活代眾肢體屬靈生命及信仰生活代禱禱禱禱。。。。 

3. 為為為為身體軟弱肢體及其家人身體軟弱肢體及其家人身體軟弱肢體及其家人身體軟弱肢體及其家人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4. 為為為為馬航客機之救援馬航客機之救援馬航客機之救援馬航客機之救援、、、、韓國沈船遇難之學生家屬及拯救韓國沈船遇難之學生家屬及拯救韓國沈船遇難之學生家屬及拯救韓國沈船遇難之學生家屬及拯救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代代代代禱禱禱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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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為為為國際局勢國際局勢國際局勢國際局勢，，，，求主止息紛爭求主止息紛爭求主止息紛爭求主止息紛爭與戰亂與戰亂與戰亂與戰亂。。。。 

 

    2014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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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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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主主日學部日學部日學部日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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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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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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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

月月月月 

 

01(日日日日)     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差傳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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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日日日日)     信義宗神學院畢業禮信義宗神學院畢業禮信義宗神學院畢業禮信義宗神學院畢業禮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 

03(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教牧同工會    本會同工本會同工本會同工本會同工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08(日日日日)     執事會會議執事會會議執事會會議執事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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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六六六六)     團契導師退修暨部會日營團契導師退修暨部會日營團契導師退修暨部會日營團契導師退修暨部會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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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日日日)     按立牧師典禮按立牧師典禮按立牧師典禮按立牧師典禮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牧師團牧師團牧師團牧師團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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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六六六六)     On FireOn FireOn FireOn Fire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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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    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29(日日日日)     60606060 周年會慶分區節慶周年會慶分區節慶周年會慶分區節慶周年會慶分區節慶((((沙田區沙田區沙田區沙田區))))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會慶籌委會會慶籌委會會慶籌委會會慶籌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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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1. 本堂將在五月底六月初舉行差傳雙週，請為一切籌備事宜禱告。 

2.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 5:00-6:30 在一樓活動室舉行合團差傳聚會，請各團契肢體預 留時

間出席。 

3. 為本堂肢體願意在金錢上奉獻差傳事工禱告。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1. 陳慧玲牧師於五月初到馬來西亞及泰國參加宣教會議，惟五月五日剛抵埗泰北遇上

地震及多次餘震，願主保守她平安。 

2. 暑期各隊泰國短宣隊皆缺乏足夠成員，請為自己得機會參加短宣禱告，又求主感動

本會肢體積極回應，讓各隊成行出發。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求主為泰國興起一個愛人民的政府。 

2. 求主記念泰國教會人力資源上的缺乏。 

3. 兆麟弟兄之泰文學習即將進入高班，愈見困難，願主加力。 

4. 記念雪玲姑娘之健康，六月將返回泰國事奉，回應不變的召命。 

 

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 

1. 感恩在復活節聚會中順利傳講信息，請記念跟進參加的學生及家長。 

2. 求主堅固柬國信徒的信心，不受逆境影響。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為剛在復活節受洗的教友信心堅固禱告。 

2. 感謝主賜曾牧師一家有健康身體及活潑的靈來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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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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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7 - 28/7  

C.泰國親子七天訪宣: 5/8 -11/8 

D.柬醫療短宣九天 : 8/11 – 16/11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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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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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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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81 89 76 --- 81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8 26 23 26 --- 26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61 --- 9 --- --- 35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8 10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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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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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 6 

安安安安得烈團契得烈團契得烈團契得烈團契 --- 16 --- 12 --- 14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 3 --- 8 --- 6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 5 --- 5 --- 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1 12 --- 8 --- 10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6 --- 8 --- 7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44 48 36 41 43 42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0 10 10 11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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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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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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6 
*潘曉嵐潘曉嵐潘曉嵐潘曉嵐 

3/6 4/6 5/6 6/6 7/6 
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 

8/6 9/6 10/6 11/6 12/6 13/6 

*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 

14/6 

15/6 16/6 

呂惠莉呂惠莉呂惠莉呂惠莉 

17/6 18/6 
陳巧銀陳巧銀陳巧銀陳巧銀 

19/6 20/6 21/6 

22/6 23/6 24/6 25/6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26/6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27/6 28/6 

29/6 30/6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吳厚傑吳厚傑吳厚傑吳厚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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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五五五五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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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24/5 31/5 7/6 14/6 21/6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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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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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Y 急救急救急救急救 

小知識小知識小知識小知識 

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

退修日退修日退修日退修日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星笈小廚星笈小廚星笈小廚星笈小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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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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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

退修日退修日退修日退修日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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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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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遊暢遊暢遊暢遊 

道風山道風山道風山道風山 

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

退修日退修日退修日退修日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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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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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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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5/5 日日日日)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3/6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2/6 日日日日)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4/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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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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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8/5 25/5 1/6 8/6 15/6 22/6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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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放放放放 假假假假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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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主日崇主日崇主日崇拜後拜後拜後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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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堂差傳本堂差傳本堂差傳本堂差傳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海宣部事海宣部事海宣部事海宣部事

工工工工 

--- 

特區政府特區政府特區政府特區政府

及團隊的及團隊的及團隊的及團隊的

施政施政施政施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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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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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25/5 1/6 8/6 15/6 22/6 29/6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    

((((白白白白))))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第六主日    

((((白白白白))))    

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白白白白))))    

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    

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紅紅紅紅))))    

三一主日三一主日三一主日三一主日    

    

((((白白白白))))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綠綠綠綠))))    

教育主日教育主日教育主日教育主日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綠綠綠綠))))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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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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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楊有志牧師楊有志牧師楊有志牧師楊有志牧師    戴浩輝博士戴浩輝博士戴浩輝博士戴浩輝博士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鄺天賜牧師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吳玉芬牧師吳玉芬牧師吳玉芬牧師吳玉芬牧師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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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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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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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劍雄牧師吳劍雄牧師吳劍雄牧師吳劍雄牧師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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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徒徒徒 1 : 6 – 14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4:12-14, 

5 : 6 – 11 

約約約約 17 : 1 - 11 

徒徒徒徒 2 : 1 – 21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2:3 下下下下- 

13 

約約約約 20: 19 - 23 

創創創創 1:1-2,4 上上上上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13:11-13 

太太太太 28: 16 - 20 

耶耶耶耶 20:7 – 13 

羅羅羅羅 6:1 下下下下-11 

太太太太 10: 24 – 39 

耶耶耶耶 28: 5 – 9 

羅羅羅羅 6 : 12 – 23 

太太太太 10: 40 - 42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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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輔助輔助輔助輔助    ------------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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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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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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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302,203, 302,203, 302,203, 30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45,45,45,45,    

308308308308    

179, 179, 179, 17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9,29,29,29,    

72, 72, 72, 72,     

頌頌頌頌新新新新(66, 65),(66, 65),(66, 65),(66, 65),    

226226226226    

186, 488,186, 488,186, 488,186, 48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8,118,118,118,    

30130130130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8,38,38,38,    

371, 371, 371, 37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52, 66, 61,(52, 66, 61,(52, 66, 61,(52, 66, 61,    

90)90)90)90)    

3, 493,3, 493,3, 493,3, 493,    

412, 412, 412, 41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41414141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李李李                慈慈慈慈                英英英英    廖廖廖廖                        淑淑淑淑                        卿卿卿卿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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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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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趙趙趙趙                仕仕仕仕                傑傑傑傑    蔡蔡蔡蔡                            志志志志                            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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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