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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靈修所讀的經卷是以西結書，當中提到耶和華的話臨到以西

結，向他說出不同的預言和應許，總的一句是耶和華要人回轉，然後

祂會再賜恩典給人，並作人的大牧者。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上帝的容忍、寬恕和憐愛！即使

是那些我認為不可饒恕的人和事，上帝一樣施恩，前提是要人回轉，

認罪悔改！「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你們常說：我們的過犯

罪惡在我們身上，我們必因此消滅，怎能存活呢？』你對他們說，主

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悅惡人死亡，惟喜悅惡人

轉離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們轉回，轉回吧！離開惡道，何

必死亡呢？」(以西結書 33 : 10 – 11) 

感謝主將祂的聖言賜下，讓我們明白祂的心意。在現實生活中，

軟弱的我們也時常犯罪，得罪上帝和別人；但上帝卻有赦罪之恩。求

主幫助，讓我們能敏感於聖靈的提醒與督責，過討主喜悅的生活。 

背起十架跟隨主並不容易，但深知主恩夠用，曾看過以下的一個

故事，反映信徒在走這天路歷程的不同態度，不知各位弟兄姊妹，你

是那一類？  

三姊妹朝聖需要在路上更換十件新衣，她們需要在路上先逐件脫

去舊衣服，然後再換上新的，但在脫去舊衣裳的過程將會是很痛苦和

麻煩的，並需極大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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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姊覺得太麻煩和辛苦，不願換新衣，直接穿上舊衣一直走；二

妹覺得又穿又脫既麻煩又勞累，乾脆將新舊衣服一起穿在身上前行；

三妹卻依指示，每次都很痛苦地將舊衣服脫下，再穿上新的。如是者

到達朝聖目的地時，大光照射下發現三位都污穢不堪，未能朝見主。

唯獨三妹尚有第十件新衣，她歡欣喜悅地脫下舊衣裳，換上最後一件

新衣，天使為她穿上，然後帶她朝拜主。 

各位弟兄姊妹，在信仰的路上，我們又是怎樣的態度？對上帝的

心意，我們明白多少？順服多少？履行多少？求主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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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份崇拜人數平均為份崇拜人數平均為份崇拜人數平均為份崇拜人數平均為 105 人人人人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8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3 人人人人，，，，長崇長崇長崇長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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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人人人人(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5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7 人人人人，，，，外會會友外會會友外會會友外會會友 12 人人人人 )。。。。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 2014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28 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除審閱除審閱除審閱除審閱 2014 年年年年

全年聖工及財務報告外全年聖工及財務報告外全年聖工及財務報告外全年聖工及財務報告外，，，，亦通過亦通過亦通過亦通過 2015 年財政預算年財政預算年財政預算年財政預算。。。。會後更有半小時的交流分享時會後更有半小時的交流分享時會後更有半小時的交流分享時會後更有半小時的交流分享時

段段段段，，，，藉此收集肢體對教會及牧養之意見藉此收集肢體對教會及牧養之意見藉此收集肢體對教會及牧養之意見藉此收集肢體對教會及牧養之意見。。。。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一切順利進行一切順利進行一切順利進行一切順利進行。。。。 

3. 本年度新一屆執事本年度新一屆執事本年度新一屆執事本年度新一屆執事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1 月月月月 4 日就日就日就日就職職職職，，，，職位分配如下職位分配如下職位分配如下職位分配如下：：：：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

兼栽培部兼栽培部兼栽培部兼栽培部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文書兼崇拜部文書兼崇拜部文書兼崇拜部文書兼崇拜部 -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會計兼主日學部會計兼主日學部會計兼主日學部會計兼主日學部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司庫司庫司庫司庫

兼團契部兼團契部兼團契部兼團契部 -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總務兼傳道部總務兼傳道部總務兼傳道部總務兼傳道部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 趙仕趙仕趙仕趙仕

傑傑傑傑。。。。請在禱告中記念他們請在禱告中記念他們請在禱告中記念他們請在禱告中記念他們。。。。 

4. 本堂與沙田多元化老人中心本堂與沙田多元化老人中心本堂與沙田多元化老人中心本堂與沙田多元化老人中心於於於於 2014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合辦之合辦之合辦之合辦之「「「「歡樂聖誕暖耆英歡樂聖誕暖耆英歡樂聖誕暖耆英歡樂聖誕暖耆英」，」，」，」，已已已已

順利進行順利進行順利進行順利進行，，，，當中約當中約當中約當中約 200 多多多多位長者位長者位長者位長者出席出席出席出席，，，，除了讓長者認識除了讓長者認識除了讓長者認識除了讓長者認識教會外教會外教會外教會外，，，，部份長者更答允部份長者更答允部份長者更答允部份長者更答允

會參加本堂於老人中心內開設之會參加本堂於老人中心內開設之會參加本堂於老人中心內開設之會參加本堂於老人中心內開設之「「「「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及長者崇拜及長者崇拜及長者崇拜及長者崇拜，，，，當日氣氛溫馨融洽當日氣氛溫馨融洽當日氣氛溫馨融洽當日氣氛溫馨融洽，，，，

各人盡興而回各人盡興而回各人盡興而回各人盡興而回，，，，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 

5. 朱小琪教師將於朱小琪教師將於朱小琪教師將於朱小琪教師將於 2015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16、、、、30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2 月月月月 17 - 27 日日日日、、、、3 月月月月 27 日放年假合日放年假合日放年假合日放年假合

共共共共 11 天天天天；；；；吳牧師將於吳牧師將於吳牧師將於吳牧師將於 2 月月月月 4 - 6 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日放年假 3 天天天天，，，，兩位牧者已清兩位牧者已清兩位牧者已清兩位牧者已清 2013 年年假年年假年年假年年假。。。。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本會青少年部將於本會青少年部將於本會青少年部將於本會青少年部將於 2015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4 –––– 6 日假保良局北潭涌戶外康樂營舉行青年營日假保良局北潭涌戶外康樂營舉行青年營日假保良局北潭涌戶外康樂營舉行青年營日假保良局北潭涌戶外康樂營舉行青年營，，，，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180 位位位位，，，，年齡由年齡由年齡由年齡由 18 –––– 25 歲歲歲歲，，，，詳情將於日後公佈詳情將於日後公佈詳情將於日後公佈詳情將於日後公佈。。。。 

2.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社會服務部獲社署批社會服務部獲社署批社會服務部獲社署批社會服務部獲社署批准將於准將於准將於准將於 2015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1 日上午舉行全港性賣旗籌款日上午舉行全港性賣旗籌款日上午舉行全港性賣旗籌款日上午舉行全港性賣旗籌款，，，，為為為為

本會戒毒服務籌募經費本會戒毒服務籌募經費本會戒毒服務籌募經費本會戒毒服務籌募經費，，，，請肢體協助請肢體協助請肢體協助請肢體協助。。。。 

3. 2015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為靈愛蛋家灣中心移交本會後第一次舉行之週年開放日及感為靈愛蛋家灣中心移交本會後第一次舉行之週年開放日及感為靈愛蛋家灣中心移交本會後第一次舉行之週年開放日及感為靈愛蛋家灣中心移交本會後第一次舉行之週年開放日及感

恩崇拜恩崇拜恩崇拜恩崇拜，，，，時間由上午時間由上午時間由上午時間由上午 9:30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行程將稍後通知行程將稍後通知行程將稍後通知行程將稍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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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2015 年基督徒合一祈禱週將於年基督徒合一祈禱週將於年基督徒合一祈禱週將於年基督徒合一祈禱週將於 1 月月月月 18 –––– 25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詳細資料請看信義報內之詳細資料請看信義報內之詳細資料請看信義報內之詳細資料請看信義報內之「「「「信信信信

義脈搏義脈搏義脈搏義脈搏」。」。」。」。 

2. 香港華人基督教會董事會決議香港華人基督教會董事會決議香港華人基督教會董事會決議香港華人基督教會董事會決議，，，，有關教牧同工對教友婚嫁喜慶之賀禮有關教牧同工對教友婚嫁喜慶之賀禮有關教牧同工對教友婚嫁喜慶之賀禮有關教牧同工對教友婚嫁喜慶之賀禮，，，，一向免除一向免除一向免除一向免除，，，，

現再例行通告各堂會現再例行通告各堂會現再例行通告各堂會現再例行通告各堂會，，，，特請肢體知悉特請肢體知悉特請肢體知悉特請肢體知悉。。。。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張少芳姊妹確診有甲狀腺腫張少芳姊妹確診有甲狀腺腫張少芳姊妹確診有甲狀腺腫張少芳姊妹確診有甲狀腺腫瘤瘤瘤瘤，，，，現正等待更詳細醫療報告現正等待更詳細醫療報告現正等待更詳細醫療報告現正等待更詳細醫療報告。。。。 

2. 曾清珠婆婆因腳痛暫未能回教會聚會曾清珠婆婆因腳痛暫未能回教會聚會曾清珠婆婆因腳痛暫未能回教會聚會曾清珠婆婆因腳痛暫未能回教會聚會，，，，其姊姊曾蓮珠因工人放大假需暫入住護老其姊姊曾蓮珠因工人放大假需暫入住護老其姊姊曾蓮珠因工人放大假需暫入住護老其姊姊曾蓮珠因工人放大假需暫入住護老

院院院院。。。。 

3. 周新喜婆婆坐骨神經痛未能走太遠路途周新喜婆婆坐骨神經痛未能走太遠路途周新喜婆婆坐骨神經痛未能走太遠路途周新喜婆婆坐骨神經痛未能走太遠路途，，，，現在家附近教會現在家附近教會現在家附近教會現在家附近教會參加崇拜參加崇拜參加崇拜參加崇拜。。。。 

4. 賴步雲伯伯及謝玉冰婆婆亦因身體衰弱賴步雲伯伯及謝玉冰婆婆亦因身體衰弱賴步雲伯伯及謝玉冰婆婆亦因身體衰弱賴步雲伯伯及謝玉冰婆婆亦因身體衰弱，，，，未能經常參加教會未能經常參加教會未能經常參加教會未能經常參加教會聚會聚會聚會聚會，，，，請記念他們請記念他們請記念他們請記念他們。。。。 

5. 吳厚傑伯伯吳厚傑伯伯吳厚傑伯伯吳厚傑伯伯再因心臟疼痛曾入住瑪嘉烈醫院再因心臟疼痛曾入住瑪嘉烈醫院再因心臟疼痛曾入住瑪嘉烈醫院再因心臟疼痛曾入住瑪嘉烈醫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並服用醫生另調較之處並服用醫生另調較之處並服用醫生另調較之處並服用醫生另調較之處

方舒緩心臟絞痛情況方舒緩心臟絞痛情況方舒緩心臟絞痛情況方舒緩心臟絞痛情況。。。。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就就就就 2017 年普選特首展開第二輪階段的諮詢代禱年普選特首展開第二輪階段的諮詢代禱年普選特首展開第二輪階段的諮詢代禱年普選特首展開第二輪階段的諮詢代禱。。。。 

2. 為為為為多宗客機意外多宗客機意外多宗客機意外多宗客機意外，，，，美美美美、、、、日大風雪造成各方面的傷亡日大風雪造成各方面的傷亡日大風雪造成各方面的傷亡日大風雪造成各方面的傷亡，，，，美國槍擊事件等禱告美國槍擊事件等禱告美國槍擊事件等禱告美國槍擊事件等禱告，，，，求主求主求主求主

止息災禍止息災禍止息災禍止息災禍、、、、紛爭及人為傷亡紛爭及人為傷亡紛爭及人為傷亡紛爭及人為傷亡，，，，並安慰一切受害者及其家人並安慰一切受害者及其家人並安慰一切受害者及其家人並安慰一切受害者及其家人。。。。 

3. 為為為為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禽流感肆虐等禱告禽流感肆虐等禱告禽流感肆虐等禱告禽流感肆虐等禱告。。。。 

4.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15 年聖工及事奉人手代禱年聖工及事奉人手代禱年聖工及事奉人手代禱年聖工及事奉人手代禱。。。。 

5. 為為為為身心靈軟弱肢體及其家人身心靈軟弱肢體及其家人身心靈軟弱肢體及其家人身心靈軟弱肢體及其家人，，，，為懷孕詠琪姊妹代禱為懷孕詠琪姊妹代禱為懷孕詠琪姊妹代禱為懷孕詠琪姊妹代禱。。。。 

    2015 年年年年 1 – 2 行事曆行事曆行事曆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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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     執事執事執事執事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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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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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務委員常務委員常務委員常務委員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24 (六六六六)     靈愛蛋家灣中心開放日靈愛蛋家灣中心開放日靈愛蛋家灣中心開放日靈愛蛋家灣中心開放日    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 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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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日日日)     差傳義工座談暨工作坊差傳義工座談暨工作坊差傳義工座談暨工作坊差傳義工座談暨工作坊    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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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教牧本會教牧本會教牧本會教牧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15(日日日日)     主日學合班備課主日學合班備課主日學合班備課主日學合班備課    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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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事奉人員名單年事奉人員名單年事奉人員名單年事奉人員名單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事奉團隊事奉團隊事奉團隊事奉團隊    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同同同同    工工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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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文文文文    書書書書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總總總總        務務務務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會會會會    計計計計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司司司司    庫庫庫庫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部部部部        員員員員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主主主主        禮禮禮禮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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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讀經員讀經員讀經員讀經員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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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插插插插    花花花花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持十架持十架持十架持十架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 / / /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職員職員職員職員////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    

朱小琪教朱小琪教朱小琪教朱小琪教師師師師、、、、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朱教朱教朱教朱教師師師師、、、、黃黃黃黃碧瑤碧瑤碧瑤碧瑤、、、、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朱教朱教朱教朱教師師師師、、、、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林志林志林志林志雄雄雄雄、、、、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朱教師朱教師朱教師朱教師、、、、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何慧華、、、、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    

        禾信學生團契禾信學生團契禾信學生團契禾信學生團契    朱教師朱教師朱教師朱教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 

        籃球隊籃球隊籃球隊籃球隊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吳牧吳牧吳牧吳牧師師師師,,,,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栽栽栽栽培培培培部部部部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吳吳吳吳牧師牧師牧師牧師、、、、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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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周貝周貝周貝周貝蔚蔚蔚蔚、、、、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青成青成青成青成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特約肢體特約肢體特約肢體特約肢體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朱教師朱教師朱教師朱教師、、、、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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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年崇拜代禱負責人(守望天使守望天使守望天使守望天使)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4/1 吳牧師 2/8 羅美娟 

11/1 朱教師 9/8 鄺嘉欣 

18/1 李志雄 16/8 黃力之 

25/1 黃鳳玲 23/8 林嘉敏 

1/2 蔡志明 30/8 黃碧瑤 

8/2 何俊威 6/9  [教友大會] 區美彩 

15/2 李慈英 13/9 廖淑卿 

22/2 (預苦期) 鄭翠瓊 20/9 (社會服務主日) 何達恆 

1/3 溫家浩 27/9 (中秋節) 梁智傑 

8/3 楊寶蓮 4/10 周貝如 

15/3 黃詠琪 11/10 黃德康 

22/3 梁健華 18/10 盧韻怡 

29/3 (堂慶) 趙仕傑 25/10 李志遠 

5/4 (復活節)   --- 1/11 陳敏嫺 

12/4 黃佩珍 8/11 李思哲 

19/4 劉幼年 15/11 胡礎雯 

26/4 梁詩雅 22/11 (基督君王日) 朱婉婷 

3/5 王中真 29/11 (將臨期) 陳孜孜 

10/5 (母親節) 黃鳳霞 6/12 (戶外崇拜)   --- 

17/5  冼慧珊 13/12 何芷筠 

24/5 (聖靈降臨節) 楊芷茵 20/12 彭雅頌 

31/5  李志雄 25/12(聖誕節) 劉幼年 

7/6  [差傳主日] 何俊威 27/12 [教友大會] 林志雄 

14/6 [差傳主日] 連珮瑩   

21/6  梁笑琼   

28/6 (教育主日) 鄭翠瓊   

5/7 李敏儀   

12/7 方偉儉   

19/7 林惠誠   

26/7 吳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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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感謝主，兆麟服侍的教會今年有一位弟兄、一位姊妹和兩個小孩

願意接受洗禮。 

2. 在剛在過去的聖誕節中，兆麟和雪玲所服侍的教會分別舉辦佈道

會，當中不少未認識主耶穌的泰國人願意舉手表示希望認識耶穌

基督，求主帶領他們把握這機會，跟進這些心靈渴慕福音的人，

將羊群完完全全帶到主耶穌基督裡。 

 

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 

1. 為菲律賓藉 Rachel 姊妹在一月開始英文新班教學的招生和籌備教

學課程祈禱。 

2. 為柬埔寨辦學的新一期興建籌募經費，求主感動。 

3. 為佩玲在新一年有足夠的靈力與體力服事主。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短宣服侍已完滿結束！為各隊員多種經歷，聖經班學生快樂地學

習，聖誕結業禮共有 70 多人出席，願這福音種子開花結果。 

2. 曾國輝牧師一家還有 10 個月便離開工場，求主呼召工人來作長期

或短期宣教士，牧養群羊！ 

 

本會海宣部本會海宣部本會海宣部本會海宣部 

1. 本會現招募「差傳小戰士」、「少年戰士」及「差傳樂齡勇士」，請

各肢體積極參與。詳情請向何俊威弟兄聯絡，截止日期為 2 月 9 日。 

2. 「第六屆大專生差傳夜」將於 3 月 7 日(六)晚上七時於信義樓禮堂

舉行，主題：One Piece‧非洲一大塊，對象為本會高中生和大專生(16 – 

26 歲)，請與何俊威弟兄聯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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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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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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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70 71 
25/12 

142 
58 81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9 19 --- --- --- 2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43 --- 45 --- --- 4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10 10 9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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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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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5 --- 7 

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 36 33 --- --- --- 35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4 23 59 10 -- 27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4 0 4 6 --- 4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2 4 8 5 --- 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9 10 7 5 --- 8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 7 --- --- 7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50 30 --- 20 19 30 

教師團契教師團契教師團契教師團契 7 --- --- --- --- 7 

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 --- 12 --- --- --- 12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8 9 11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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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1 3/1 

4/1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5/1 6/1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7/1 8/1 

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9/1 10/1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 

11/1 

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 

12/1 

*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13/1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14/1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15/1 16/1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17/1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18/1 

*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 

*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 

19/1 20/1 

伍志豪伍志豪伍志豪伍志豪 

21/1 22/1 23/1 24/1 

25/1 26/1 27/1 28/1 29/1 30/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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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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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五年一月一五年一月一五年一月一五年一月至至至至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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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24/1 31/1 7/2 14/2 21/2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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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畫畫猜猜畫畫猜猜畫畫猜猜畫畫

暨生日會暨生日會暨生日會暨生日會 
自家製自家製自家製自家製 

康樂棋康樂棋康樂棋康樂棋 

隊際賽隊際賽隊際賽隊際賽 
講得更深講得更深講得更深講得更深 

愛是永不愛是永不愛是永不愛是永不

止息止息止息止息 

年初三年初三年初三年初三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奉獻我奉獻我奉獻我奉獻我 

所有所有所有所有 

彼彼彼彼 得得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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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棋類棋類棋類棋類 

隊際賽隊際賽隊際賽隊際賽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花枝招展花枝招展花枝招展花枝招展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神神神神‧‧‧‧經經經經‧‧‧‧

遊戲週遊戲週遊戲週遊戲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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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一族草莓一族草莓一族草莓一族 以諾合團以諾合團以諾合團以諾合團 
Romance 

Cake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主題分享主題分享主題分享主題分享 新年團拜新年團拜新年團拜新年團拜 單車日單車日單車日單車日 

以以以以 諾諾諾諾 
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 

三三三三次次次次 
立志行動立志行動立志行動立志行動 

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BBQ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新年團拜新年團拜新年團拜新年團拜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雅雅雅雅 各各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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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日日日日)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3/2 五五五五) 
---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2/2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4/1 21/1 28/1 4/2 11/2 18/2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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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歌兒歌兒歌兒歌 

頌唱頌唱頌唱頌唱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玩玩吓玩玩吓玩玩吓玩玩吓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掌故掌故掌故掌故 

金句金句金句金句 

頌唱頌唱頌唱頌唱 

新年新年新年新年 

逐樣講逐樣講逐樣講逐樣講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有份有份有份有份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1/1 18/1 25/1 1/2 8/2 15/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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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週差傳週差傳週差傳週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手工週手工週手工週手工週 

溫習週溫習週溫習週溫習週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放放放放 假假假假 放放放放 假假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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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暫暫暫 停停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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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放放放放 假假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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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年賀年賀年賀年

手工手工手工手工 
放放放放 假假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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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聖工教會聖工教會聖工教會聖工

及事奉人及事奉人及事奉人及事奉人

員員員員 

---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穩定穩定穩定穩定,

國家施政國家施政國家施政國家施政 
--- 

信神教授信神教授信神教授信神教授

與學生與學生與學生與學生、、、、

人材儲備人材儲備人材儲備人材儲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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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月月月至至至至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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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18/1 25/1 1/2 8/2 15/2 22/2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白白白白))))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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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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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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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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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浩賢牧師曾浩賢牧師曾浩賢牧師曾浩賢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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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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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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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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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妮莉牧師卜妮莉牧師卜妮莉牧師卜妮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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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卜妮莉牧師卜妮莉牧師卜妮莉牧師卜妮莉牧師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創創創創 1 : 1 – 15 

徒徒徒徒 19 : 1 – 7 

可可可可 1 : 4 - 11 

撒上撒上撒上撒上 3: 1 -2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6: 12-20 

約約約約 1: 43 – 51 

拿拿拿拿 3 :1-5, 1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7 : 29-31 

可可可可 1 : 14 - 20 

申申申申 18:15 - 2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8:1 -13 

可可可可 1 : 21 - 28 

賽賽賽賽 40: 21-31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9:16-23 

可可可可 1 : 29 - 39 

王下王下王下王下 2: 1 -12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4: 3 - 6 

可可可可 9 : 2 - 9 

創創創創 9 : 8 - 17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3:18-22 

可可可可 1 : 9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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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輔助輔助輔助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何達恆何達恆何達恆何達恆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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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52, 128,52, 128,52, 128,52, 128,    

129,129,129,12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9,69,69,69,    

265, 227265, 227265, 227265, 227    

50, 363,50, 363,50, 363,50, 36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0,90,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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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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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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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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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鄺鄺鄺                            嘉嘉嘉嘉                            欣欣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