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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熟悉我的人應該或多或少都聽過，過去多年來，我對沐恩堂這個家有無數

的埋怨和指責。由於不滿，我同時參與兩間教會的崇拜 (並沒有把我擔任義

工服務的回聲谷聚會計算在內)，已達五年半。從一開始已經渴求要離開沐恩

堂這家，可是上帝卻用了一連串巧妙、揪心的事件，不讓我離去。 

 

兩年前的夏天，心裡再次萌起強烈的去意。不過，亦是這時候，毫不知情

的恩師告訴我，她有意提名我參選執事，要我好好回去考慮一下。接下來的

兩星期，我盡力安靜在上帝面前，最後，出於好奇和自豪，我答應了恩師的

邀請，同時也答應了上帝勉強留在這家。當選後過了數月，大概初步掌握了

執事在教會的角色後，尚未於新年度正式上任，已經認為上帝整個安排很荒

誕：上帝怎會揀選了一個最討厭沐恩堂的人做執事，更要擔任崇拜部部長及

會計？上帝祢是不是瘋了？ 

 

2013 年，我帶着自以為合乎於理的挑剔和不情願，履行執事的職責。由

於心裡只有惱怒、沒有愛，做得很吃力，更為同工、同行的教牧和執事團隊

帶來許多不必要的衝突。理性上，我知道聖經教導我們要合一、要謙卑、要

相愛、要忍耐，我就是做不到。或者說，是我不願去做，盲目的不滿令我遠

離上帝的教導。 

 

有人說，心理輔導就像剝洋蔥，外表能見到的並不是問題核心，要一層一

層剝開，直到最後一層，才能解開問題癥結。例如，夫婦間的衝突，有經驗

的心理輔導員，或許不是問：「你們昨天發生了甚麼事？」而是問：「你們從

起初的相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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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洋葱，就是我跟沐恩堂這個家真實的寫照。多年來我與教會、牧者及肢

體間的不愉快相處，問題乃出自五年半前的一次誤會。過去一年，上帝奇妙

地藉着讓我擔任執事的過程，一步一步替我剝洋蔥。首個轉捩點，是去年十

二月初的詩班分享會及兒童崇拜感恩會，由於籌備活動的需要，我有機會仔

細觀察一眾肢體對上帝的委身及對教會的付出，那次是我首次學懂用愛去感

恩、欣賞和體諒，對教會內部的不滿霎時大大減少了；其次，是本年的崇拜

禮儀短講，在預備的過程，我逐步理解信義會所珍重的堅持和歷史傳承，對

沐恩堂的留戀亦漸漸增加了；最後，在六月一個舒適、寧靜的傍晚，上帝讓

我跟相關人士，在一個完全沒有刻意策劃的臨時小組聚會內，坦誠地翻開了

五年半前的舊帳，大家平靜地說出當時各自的立場和感受，誤會從此就冰釋

了。 

 

起初，我以為只要學懂以愛相待，就毋須多此一舉，去跟相關人士澄清五

年半前的舊帳。誤會冰釋後，我才發現，原來過去我只是竭力用一堆厚紗布

把傷口潛藏；那次坦誠的對話，活像是把那堆將傷口深深潛藏的厚紗布一次

過移除了，而傷口也真正癒合了。同樣的醫治，或許對另一方同樣重要。 

 

最奇妙的，是跟人的關係修補了，跟上帝的關係亦和好了。誤會冰釋後，

我重新去唸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等那些教導我們去愛、忍耐、饒恕和謙虛的

經文，慚愧地笑了。過去，我對這些經文，都只得頭腦上的認知；今天，在

上帝奢侈的恩典下，我靠著聖靈總算稍稍做到了。 

 

你的生命之中，同樣有這些尚待處理的誤會嗎？這些誤會有影響你跟上帝

的關係、妨礙你順服上帝的教導嗎？願你也能在上帝的恩典之中，得著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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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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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人人人人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0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7 人人人人，，，，長崇長崇長崇長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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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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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人人人，，，，外會會友外會會友外會會友外會會友 24 人人人人 )。。。。  

2. 本堂今年之暑期活動本堂今年之暑期活動本堂今年之暑期活動本堂今年之暑期活動 / 聚會已完滿結束聚會已完滿結束聚會已完滿結束聚會已完滿結束；；；；7 月月月月 14-16 日之暑期聖經班日之暑期聖經班日之暑期聖經班日之暑期聖經班已順利舉行已順利舉行已順利舉行已順利舉行，，，，

感謝眾多肢體的辛勞服事感謝眾多肢體的辛勞服事感謝眾多肢體的辛勞服事感謝眾多肢體的辛勞服事；；；；7 月月月月 17-19 日之彼得團契生活營也在風雨中順利進行日之彼得團契生活營也在風雨中順利進行日之彼得團契生活營也在風雨中順利進行日之彼得團契生活營也在風雨中順利進行，，，，

感謝上帝的恩典感謝上帝的恩典感謝上帝的恩典感謝上帝的恩典。。。。 

3. 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堂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 9 月月月月 7 日崇拜日崇拜日崇拜日崇拜後舉行後舉行後舉行後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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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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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吳牧師已於吳牧師已於吳牧師已於吳牧師已於 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 7 月月月月 15 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 12 天天天天，，，，朱教師已於朱教師已於朱教師已於朱教師已於 7 月月月月 20-31 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

10 天天天天，，，，卜牧師年假為卜牧師年假為卜牧師年假為卜牧師年假為 7 月月月月 30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8 月月月月 12 日日日日。。。。 

5.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於於於於 8 月月月月 2、、、、9、、、、16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4:00 – 5:00 開辦執事訓練班開辦執事訓練班開辦執事訓練班開辦執事訓練班，，，，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信徒培育部將於信徒培育部將於信徒培育部將於 9 月月月月 20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2014 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奮興營」，」，」，」，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亂世中的擁抱亂世中的擁抱亂世中的擁抱亂世中的擁抱」，」，」，」，

主要研讀哈巴谷書主要研讀哈巴谷書主要研讀哈巴谷書主要研讀哈巴谷書，，，，並由陳恩明牧師並由陳恩明牧師並由陳恩明牧師並由陳恩明牧師、、、、梁永善牧師主講梁永善牧師主講梁永善牧師主講梁永善牧師主講，，，，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00，，，，地點在馬鞍地點在馬鞍地點在馬鞍地點在馬鞍

山信義學校山信義學校山信義學校山信義學校，，，，時間為時間為時間為時間為 2:00-8:00pm，，，，歡迎肢體報名參加歡迎肢體報名參加歡迎肢體報名參加歡迎肢體報名參加。。。。 

2. 為慶祝本會為慶祝本會為慶祝本會為慶祝本會 60 周年慶典周年慶典周年慶典周年慶典，，，，請肢體預留請肢體預留請肢體預留請肢體預留 10 月月月月 18 日下日下日下日下午午午午 3:00 - 5:00 及及及及 10 月月月月 19 日早日早日早日早

上上上上 11:00 假紅磡體育館假紅磡體育館假紅磡體育館假紅磡體育館參與參與參與參與會慶匯演會慶匯演會慶匯演會慶匯演及感恩崇拜及感恩崇拜及感恩崇拜及感恩崇拜。。。。 

3. 本本本本會會會會 60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慶典尚欠下列事奉人員慶典尚欠下列事奉人員慶典尚欠下列事奉人員慶典尚欠下列事奉人員，，，，請肢體積極參與請肢體積極參與請肢體積極參與請肢體積極參與：：：：青年旗手青年旗手青年旗手青年旗手、、、、司事人員司事人員司事人員司事人員、、、、詩詩詩詩

班員班員班員班員、、、、禮儀舞成員禮儀舞成員禮儀舞成員禮儀舞成員(此項需繳交訓練費此項需繳交訓練費此項需繳交訓練費此項需繳交訓練費$400)。。。。 

4. 為鼓勵信義人同心為教會禱告為鼓勵信義人同心為教會禱告為鼓勵信義人同心為教會禱告為鼓勵信義人同心為教會禱告，，，，本本本本會設有會設有會設有會設有「「「「同心禱告信義人同心禱告信義人同心禱告信義人同心禱告信義人」」」」面書面書面書面書(facebook)專頁專頁專頁專頁

(http://facebook.com/pray4elchk)，，，，肢體可透過此網上平台獲取最新資訊肢體可透過此網上平台獲取最新資訊肢體可透過此網上平台獲取最新資訊肢體可透過此網上平台獲取最新資訊，，，，以推動以推動以推動以推動

禱告運動禱告運動禱告運動禱告運動。。。。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消消消消息息息息 

1. 信義宗神學院推動信義宗神學院推動信義宗神學院推動信義宗神學院推動「「「「培育的承諾培育的承諾培育的承諾培育的承諾」」」」計劃計劃計劃計劃，，，，目的在於維持各種事工的順利運作目的在於維持各種事工的順利運作目的在於維持各種事工的順利運作目的在於維持各種事工的順利運作、、、、校校校校

園設備維修及發展之用園設備維修及發展之用園設備維修及發展之用園設備維修及發展之用，，，，鼓勵肢體以每月自動轉賬形式奉獻鼓勵肢體以每月自動轉賬形式奉獻鼓勵肢體以每月自動轉賬形式奉獻鼓勵肢體以每月自動轉賬形式奉獻，，，，詳情可致電詳情可致電詳情可致電詳情可致電 26911520

張小姐張小姐張小姐張小姐(Olivia)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陳孜孜姊妹於陳孜孜姊妹於陳孜孜姊妹於陳孜孜姊妹於 8 月月月月 2-11 日前往越南日前往越南日前往越南日前往越南、、、、柬埔寨短宣柬埔寨短宣柬埔寨短宣柬埔寨短宣，，，，求主使用短宣隊的服事求主使用短宣隊的服事求主使用短宣隊的服事求主使用短宣隊的服事。。。。 

2. 黃佩珍姊妹已順利完成兩隻眼的手術黃佩珍姊妹已順利完成兩隻眼的手術黃佩珍姊妹已順利完成兩隻眼的手術黃佩珍姊妹已順利完成兩隻眼的手術，，，，康復進度理想康復進度理想康復進度理想康復進度理想。。。。 

3. 魏書如弟兄證實小腦及腦幹萎縮魏書如弟兄證實小腦及腦幹萎縮魏書如弟兄證實小腦及腦幹萎縮魏書如弟兄證實小腦及腦幹萎縮，，，，以致走路不平衡以致走路不平衡以致走路不平衡以致走路不平衡，，，，稍後稍後稍後稍後再再再再接受進一步治療接受進一步治療接受進一步治療接受進一步治療，，，，請請請請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4. 黃仙婆婆安息禮拜及火葬禮已順利進行黃仙婆婆安息禮拜及火葬禮已順利進行黃仙婆婆安息禮拜及火葬禮已順利進行黃仙婆婆安息禮拜及火葬禮已順利進行，，，，求主安慰其女兒們求主安慰其女兒們求主安慰其女兒們求主安慰其女兒們。。。。 

5. 梁詩雅姊妹的母親證實患上早期癌症梁詩雅姊妹的母親證實患上早期癌症梁詩雅姊妹的母親證實患上早期癌症梁詩雅姊妹的母親證實患上早期癌症，，，，並已切除一肺葉並已切除一肺葉並已切除一肺葉並已切除一肺葉，，，，現需再作進一現需再作進一現需再作進一現需再作進一步檢查及步檢查及步檢查及步檢查及

治療治療治療治療。。。。 

6. 曾煥傳伯伯早前因皮膚發炎導曾煥傳伯伯早前因皮膚發炎導曾煥傳伯伯早前因皮膚發炎導曾煥傳伯伯早前因皮膚發炎導致致致致全身紅腫全身紅腫全身紅腫全身紅腫，，，，現已好轉現已好轉現已好轉現已好轉，，，，紅腫亦已消退紅腫亦已消退紅腫亦已消退紅腫亦已消退。。。。 



4 

7. 梁笑琼姊妹之母親於梁笑琼姊妹之母親於梁笑琼姊妹之母親於梁笑琼姊妹之母親於 7 月月月月 30 日逝世日逝世日逝世日逝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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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月月月 16 日晚上及日晚上及日晚上及日晚上及 8 月月月月 17

日早上舉行日早上舉行日早上舉行日早上舉行，，，，地點為大圍寶福紀念館地點為大圍寶福紀念館地點為大圍寶福紀念館地點為大圍寶福紀念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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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范晉華小弟兄將於范晉華小弟兄將於范晉華小弟兄將於范晉華小弟兄將於 9 月月月月 8 日接受手術日接受手術日接受手術日接受手術，，，，請為其等候手術前的健康代禱請為其等候手術前的健康代禱請為其等候手術前的健康代禱請為其等候手術前的健康代禱。。。。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以巴以巴以巴以巴及烏克蘭及烏克蘭及烏克蘭及烏克蘭局勢局勢局勢局勢，，，，求主平息戰亂求主平息戰亂求主平息戰亂求主平息戰亂，，，，醫治平民百姓身心創傷醫治平民百姓身心創傷醫治平民百姓身心創傷醫治平民百姓身心創傷。。。。 

2. 為為為為台灣高雄氣體爆炸台灣高雄氣體爆炸台灣高雄氣體爆炸台灣高雄氣體爆炸及中國雲南地震及中國雲南地震及中國雲南地震及中國雲南地震，，，，多人死傷多人死傷多人死傷多人死傷，，，，求主幫助政府的善後與人民身求主幫助政府的善後與人民身求主幫助政府的善後與人民身求主幫助政府的善後與人民身

心靈的重建心靈的重建心靈的重建心靈的重建。。。。 

3. 西非西非西非西非伊波拉病伊波拉病伊波拉病伊波拉病擴散擴散擴散擴散，，，，求主賜求主賜求主賜求主賜有關醫護人員有關醫護人員有關醫護人員有關醫護人員智慧處理智慧處理智慧處理智慧處理，，，，防止病毒蔓延防止病毒蔓延防止病毒蔓延防止病毒蔓延。。。。 

4. 為教會方向為教會方向為教會方向為教會方向，，，，九月份教友大會九月份教友大會九月份教友大會九月份教友大會、、、、執執執執事選舉等事選舉等事選舉等事選舉等。。。。 

5. 為香港前景為香港前景為香港前景為香港前景、、、、普選普選普選普選、、、、民生等民生等民生等民生等，，，，讓爭拗止息讓爭拗止息讓爭拗止息讓爭拗止息。。。。 

    2014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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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八八
月月月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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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日日日)     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    + + + + 合班備課合班備課合班備課合班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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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日日日)     執事會會議執事會會議執事會會議執事會會議    教牧及執事教牧及執事教牧及執事教牧及執事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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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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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     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    相關部員相關部員相關部員相關部員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八八八八

月月月月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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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日日日日)     第一次教友大第一次教友大第一次教友大第一次教友大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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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二二二二)     執事退修日營執事退修日營執事退修日營執事退修日營    本堂執事本堂執事本堂執事本堂執事/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20(六六六六)     奮興日營奮興日營奮興日營奮興日營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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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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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宣教部 

1. 本堂陳孜孜姊妹已於八月二日出發到柬埔寨短宣體驗，求

主保守團隊平安，並有所領會。 

2. 柬埔寨醫療短宣團（8/11 – 16/11）及斐濟聖誕短宣團

（4/12–28/12）現已開始招募，請積極考慮參加。註：醫療
短宣除醫護員外，亦需要非專業信徒作支援佈道。 

 

泰國 

1. 泰國的政局仍在軍權統治下，賜當權者早日完成組建政府，

讓泰國回復平安。 

2. 求主顧念雪玲姑娘與同工們的合作有美好關係。 

 

柬埔寨 

1. 願主引導正在金邊信義中心學習的孩童，努力學習語文，並

對信仰產生興趣。 

2. 菲律賓藉 Rachel 姊妹將於九月到金邊信義中心出任宣教

士，為她能與中心同工美好配答代禱。 

 

斐濟 

1. 為曾國輝夫婦二人有智慧培育弟兄姊妹成長。 

2. 為十二月的短宣隊招募工作，求聖靈鼓勵肢體積極參與，並

認識宣教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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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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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主日崇主日崇主日崇拜拜拜拜 69 77 60 61 --- 67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5 28 26 33 34 29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43 --- 12 --- --- 28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9 15 --- --- --- 12 

初中初中初中初中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3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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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7 5 --- 7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27 18 19 8 --- 18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7 7 24 15 --- 13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4 3 4 4 --- 4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1 11 0 6 --- 7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7 --- 13 --- 10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0 52 52 40 49 49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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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 

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 

2/8 
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 

3/8 4/8 5/8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朱花平朱花平朱花平朱花平 

6/8 7/8 8/8 9/8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10/8 
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 

11/8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12/8 13/8 14/8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15/8 
*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 

16/8 
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 

17/8 18/8 
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 

19/8 
吳君誠吳君誠吳君誠吳君誠 

20/8 
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 

21/8 22/8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 

23/8 
*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 

24/8 25/8 
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 

26/8 
畢畢畢畢  森森森森 

27/8 28/8 29/8 30/8 

31/8 1/9 2/9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3/9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4/9 5/9 6/9 

7/9 8/9 9/9 
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 

10/9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11/9 12/9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13/9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14/9 15/9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余潔桃余潔桃余潔桃余潔桃 

16/9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17/9 
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 

18/9 19/9 
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 

20/9 

21/9 
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 

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 

22/9 23/9 24/9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 

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 

25/9 26/9 27/9 

28/9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 

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29/9 30/9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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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八八八八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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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23/8 30/8 6/9 13/9 20/9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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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拼拼拼拼  豆豆豆豆 
送別送別送別送別 +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迎新迎新迎新迎新 +  

中秋中秋中秋中秋 

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 

小廚師小廚師小廚師小廚師 

團隊建立團隊建立團隊建立團隊建立

遊戲遊戲遊戲遊戲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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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MV 童年的我童年的我童年的我童年的我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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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自我認識自我認識自我認識自我認識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中秋中秋中秋中秋 

嘉年華嘉年華嘉年華嘉年華 

認識異文認識異文認識異文認識異文

化化化化 II 
短宣見證短宣見證短宣見證短宣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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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次次次次 
遊戲週遊戲週遊戲週遊戲週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合合合合  團團團團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 天才表演天才表演天才表演天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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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日日日日)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2/9 五五五五) 
---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8/9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8 20/8 27/8 3/9 10/9 17/9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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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運會細運會細運會細運會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猜燈謎猜燈謎猜燈謎猜燈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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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24/8 31/8 7/9 14/9 21/9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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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暑暑暑     假假假假 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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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暑暑暑     假假假假 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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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宗神信義宗神信義宗神信義宗神

學院的發學院的發學院的發學院的發

展展展展，，，，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 --- 

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

及執事選及執事選及執事選及執事選

舉舉舉舉 

--- 

中國政府中國政府中國政府中國政府

及人民生及人民生及人民生及人民生

活活活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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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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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24/8 31/8 7/9 14/9 21/9 28/9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主日第十主日第十主日第十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一主日第十一主日第十一主日第十一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二主日第十二主日第十二主日第十二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三主日第十三主日第十三主日第十三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四主日第十四主日第十四主日第十四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    

((((綠綠綠綠))))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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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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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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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克信牧方克信牧方克信牧方克信牧師師師師    胡玉藩牧師胡玉藩牧師胡玉藩牧師胡玉藩牧師    周兆真院長周兆真院長周兆真院長周兆真院長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劉其盛牧師劉其盛牧師劉其盛牧師劉其盛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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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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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妮莉牧師卜妮莉牧師卜妮莉牧師卜妮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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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賽賽賽賽 56:1, 6 -8 

羅羅羅羅 11:1- 2 上上上上, 

29 - 32 

太太太太 15: 21 -28 

賽賽賽賽 51: 1 - 6 

羅羅羅羅 12 : 1 - 8 

太太太太 16: 13 -20 

耶耶耶耶 15: 15 -21 

羅羅羅羅 12: 9 - 21 

太太太太 16: 21 -28 

結結結結 33: 7 - 11 

羅羅羅羅 13 : 8 - 14 

太太太太 18 :15 -20 

創創創創 50: 15- 21 

羅羅羅羅 14: 1 - 12 

太太太太 18 :21 - 35 

拿拿拿拿 3:10- 4:11 

腓腓腓腓 1: 21 - 30 

太太太太 20 : 1 - 16 

結結結結 18 :1 - 4, 

25 – 32 

腓腓腓腓 2: 1 - 13 

太太太太 21: 2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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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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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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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何達恆何達恆何達恆何達恆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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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13, 513,13, 513,13, 513,13, 51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7,107,107,107,    

429429429429    

53, 366,53, 366,53, 366,53, 36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06,106,106,10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6,66,66,66,    

260, 418260, 418260, 418260, 418    

23, 403,23, 403,23, 403,23, 403,    

499, 415499, 415499, 415499, 415    

209, 438,209, 438,209, 438,209, 43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0,90,90,90,    

505505505505    

217, 356,217, 356,217, 356,217, 35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96,66)(96,66)(96,66)(96,66)    

263, 509263, 509263, 509263, 50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6,36,36,36,    

334, 355,334, 355,334, 355,334, 355,    

444416161616    

49, 398,49, 398,49, 398,49, 398,    

433,433,433,43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66,65)(66,65)(66,65)(66,65)    

226226226226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梁梁梁梁                        笑笑笑笑                        琼琼琼琼    廖廖廖廖                        淑淑淑淑                        卿卿卿卿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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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    ------------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    
------------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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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    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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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溫溫溫                            家家家家                        浩浩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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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單單單                            志志志志                        榮榮榮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