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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一所關愛的教會成為一所關愛的教會成為一所關愛的教會成為一所關愛的教會         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教會存在的目的，應從教會的元首主耶穌基督、賜教會生命的聖靈並使教會成為後

嗣的天父、三位一體真神的心意中尋索。 

管理教會的目的是要成就上帝的意旨，而不是高舉事工。教會應主動履行其「應該」

存在的本質，引領教會成為一個「與主復和」的信徒群體，讓主耶穌住在其中。 

教會是被贖信徒在主裏相交的團契，因此讓我們從聖經的觀點思想「團契」

（koinonia）、「宣講」（karugma）、「服侍」（diakonia）及「見證」（marturia）的本質內容。 

「團契」（koinonia）──彼此相愛（約 13:34-35；羅 13:8；彼前 1:22）  

主耶穌的道成肉身後，「愛」從此變成了一種生命的取向，由內向外延展、甘願犧牲

及捨己的。「愛」是父差獨生子的大愛，是聖子甘願捨身死在十字架上的厚愛；門徒所

領受的「新命令」，正是這個倒空自己的行動。  

其次，「新命令」是「道成肉身」的體現，也是主與我們同在的應許。（約 14:23）「遵

守我的道」（即「新命令」）的人，便得著「我便常與你們同在」的應許。 

「宣講」（karugma）---耶穌是主（羅 10:9；林前 12:3）  

五旬節那天，門徒被聖靈充滿，隨即走到街上宣講改變他們生命的真理。一個真正

的團契應該宣講拿撒勒人耶穌是主，宣認「耶穌是主」，是新約教會最早期的信仰與群

體身份的核心。 

當我們被主耶穌差遣到世界中宣講「耶穌是主」時，因著主的愛，祂的差派必然驅

使教會從「宣講」走向「服侍」。 

「服侍」（diakonia）--- 最小的一個弟兄（太 25:30, 45）  

「服侍」實在是「彼此相愛」的具體表現，初期教會極為重視。  

教會在牧養上，容易忽略了「服侍」的必須性，然而「服侍」正是教會之本質、是

信徒的團契。要宣講「耶穌是主」，教會就絕不能逃避耶穌所呼召的「服侍」，叫我們看

顧「最小的一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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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marturia）--「你們要作我的見證」（賽 43:10, 12；44:8；徒 1:8；林後 5:20）  

耶穌升天前吩咐門徒說：「你們要作我的見證。」（徒 1:8）這見證是從耶路撒冷開始，

繼而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直到地極。很多時候，我們都把大使命集中在跨地域或跨文

化的焦點上，然而耶穌吩咐的重心在於「你們要作我的見證」。 

身為上帝宣教的子民，我們是一群與主復和的群體，並向世人見證他們與主復和的

可能性。林後五章提及教會「作為基督的使者」要將「和好的道理」傳給世人。 

願意我們渴慕成為愛的團契/教會、藉「言語」和「服侍」宣告「耶穌是主」及見證

「上帝與我們同在」。這樣我們更能帶領家人與上帝復和。 

**文章節錄自「中華福音使命團」范榮根「地方教會存在的目的」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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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年年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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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人人人人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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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人人人人)；；；； 領領領領

餐人數平均為餐人數平均為餐人數平均為餐人數平均為 79 人人人人(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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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人人人人 )。。。。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於於於於 1 月月月月 29 日晚上開始之查經班日晚上開始之查經班日晚上開始之查經班日晚上開始之查經班，，，，分別查考耶穌比喻及瑪拉基書分別查考耶穌比喻及瑪拉基書分別查考耶穌比喻及瑪拉基書分別查考耶穌比喻及瑪拉基書。。。。第一次出席第一次出席第一次出席第一次出席

人數為人數為人數為人數為 13 人人人人，，，，盼望肢體能持續參與盼望肢體能持續參與盼望肢體能持續參與盼望肢體能持續參與，，，，學習上帝的話學習上帝的話學習上帝的話學習上帝的話，，，，在道中扎根在道中扎根在道中扎根在道中扎根。。。。第二次將於第二次將於第二次將於第二次將於 2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 9:00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 

3. 本本本本堂關顧部將於堂關顧部將於堂關顧部將於堂關顧部將於 2 月月月月 7 日下午與一眾獨居長者一同吃團年飯日下午與一眾獨居長者一同吃團年飯日下午與一眾獨居長者一同吃團年飯日下午與一眾獨居長者一同吃團年飯，，，，以表達教會對他們以表達教會對他們以表達教會對他們以表達教會對他們

的關懷的關懷的關懷的關懷。。。。 

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傳道部擬於傳道部擬於傳道部擬於傳道部擬於 4 月月月月 5 日復活節舉辦戶外崇拜日復活節舉辦戶外崇拜日復活節舉辦戶外崇拜日復活節舉辦戶外崇拜，，，，詳情在計劃中詳情在計劃中詳情在計劃中詳情在計劃中，，，，請肢體預留時間請肢體預留時間請肢體預留時間請肢體預留時間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並提早邀約親友參加並提早邀約親友參加並提早邀約親友參加並提早邀約親友參加。。。。 

5. 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2014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28 日之第二次教友大會會議記錄已張貼於六樓教會壁報版日之第二次教友大會會議記錄已張貼於六樓教會壁報版日之第二次教友大會會議記錄已張貼於六樓教會壁報版日之第二次教友大會會議記錄已張貼於六樓教會壁報版，，，，

請教友查閱請教友查閱請教友查閱請教友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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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會婦女團契聯會將於本會婦女團契聯會將於本會婦女團契聯會將於本會婦女團契聯會將於 3 月月月月 10、、、、17、、、、24 日日日日(逢週二逢週二逢週二逢週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 –––– 12，，，，假信義樓五樓假信義樓五樓假信義樓五樓假信義樓五樓

舉辦講座舉辦講座舉辦講座舉辦講座，，，，由張玉文博士主講由張玉文博士主講由張玉文博士主講由張玉文博士主講，，，，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80 位位位位，，，，費用費用費用費用$50，，，，3 月月月月 2 日或額滿截止日或額滿截止日或額滿截止日或額滿截止，，，，歡歡歡歡

迎肢體報名參加迎肢體報名參加迎肢體報名參加迎肢體報名參加。。。。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信義宗神學院將於信義宗神學院將於信義宗神學院將於信義宗神學院將於 3 月月月月 7-8 日舉辦獻身營日舉辦獻身營日舉辦獻身營日舉辦獻身營，，，，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微聲的感召微聲的感召微聲的感召微聲的感召 ──── 上帝在呼喚上帝在呼喚上帝在呼喚上帝在呼喚

我嗎我嗎我嗎我嗎？」？」？」？」地點為信義宗神學院地點為信義宗神學院地點為信義宗神學院地點為信義宗神學院，，，，費用費用費用費用$200，，，，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歡迎肢體報名。。。。 

2. 信義宗神學院將於信義宗神學院將於信義宗神學院將於信義宗神學院將於 4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 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周年聖樂崇拜周年聖樂崇拜周年聖樂崇拜周年聖樂崇拜」，」，」，」，

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祂掌權祂掌權祂掌權祂掌權，，，，由李廣生牧師宣講由李廣生牧師宣講由李廣生牧師宣講由李廣生牧師宣講，，，，歡迎肢體歡迎肢體歡迎肢體歡迎肢體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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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吳厚傑伯伯曾因心臟及血管閉塞問題兩度入住醫院吳厚傑伯伯曾因心臟及血管閉塞問題兩度入住醫院吳厚傑伯伯曾因心臟及血管閉塞問題兩度入住醫院吳厚傑伯伯曾因心臟及血管閉塞問題兩度入住醫院，，，，現現現現已出院在家休息已出院在家休息已出院在家休息已出院在家休息。。。。 

2. 李金玉婆婆曾因氣管收窄入急症室李金玉婆婆曾因氣管收窄入急症室李金玉婆婆曾因氣管收窄入急症室李金玉婆婆曾因氣管收窄入急症室，，，，現已在家調理現已在家調理現已在家調理現已在家調理。。。。 

3. 黃鳳玲姊妹的母親黃葉麗興婆婆於黃鳳玲姊妹的母親黃葉麗興婆婆於黃鳳玲姊妹的母親黃葉麗興婆婆於黃鳳玲姊妹的母親黃葉麗興婆婆於 1 月月月月 18 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日主懷安息，，，，喪禮將於喪禮將於喪禮將於喪禮將於 2 月月月月 7 日晚及日晚及日晚及日晚及 8

日早上假大角咀九龍殯儀館三樓慈光堂舉行日早上假大角咀九龍殯儀館三樓慈光堂舉行日早上假大角咀九龍殯儀館三樓慈光堂舉行日早上假大角咀九龍殯儀館三樓慈光堂舉行，，，，求主安慰所有家人及親友求主安慰所有家人及親友求主安慰所有家人及親友求主安慰所有家人及親友。。。。另她的另她的另她的另她的

父親黃順康伯伯亦因身體不適父親黃順康伯伯亦因身體不適父親黃順康伯伯亦因身體不適父親黃順康伯伯亦因身體不適，，，，曾曾曾曾入住沙田醫院入住沙田醫院入住沙田醫院入住沙田醫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 

4. 張少芳姊妹確診甲狀腺張少芳姊妹確診甲狀腺張少芳姊妹確診甲狀腺張少芳姊妹確診甲狀腺癌癌癌癌，，，，並將於短期內接受割除手術並將於短期內接受割除手術並將於短期內接受割除手術並將於短期內接受割除手術，，，，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5. 謝玉冰婆婆長期痛症及周新喜婆婆的坐骨神經疼痛尚未痊癒謝玉冰婆婆長期痛症及周新喜婆婆的坐骨神經疼痛尚未痊癒謝玉冰婆婆長期痛症及周新喜婆婆的坐骨神經疼痛尚未痊癒謝玉冰婆婆長期痛症及周新喜婆婆的坐骨神經疼痛尚未痊癒，，，，求主舒緩痛楚求主舒緩痛楚求主舒緩痛楚求主舒緩痛楚。。。。 

6. 陳二女婆婆因在家跌倒陳二女婆婆因在家跌倒陳二女婆婆因在家跌倒陳二女婆婆因在家跌倒，，，，需打石膏需打石膏需打石膏需打石膏，，，，現在大埔醫院療養現在大埔醫院療養現在大埔醫院療養現在大埔醫院療養。。。。 

7. 歐美連婆婆全身濕疹歐美連婆婆全身濕疹歐美連婆婆全身濕疹歐美連婆婆全身濕疹，，，，痕癢萬分痕癢萬分痕癢萬分痕癢萬分，，，，屢醫無效屢醫無效屢醫無效屢醫無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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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為為為近期流感肆虐造成百多近期流感肆虐造成百多近期流感肆虐造成百多近期流感肆虐造成百多宗死亡事件宗死亡事件宗死亡事件宗死亡事件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2. 為為為為香港政局及民生禱告香港政局及民生禱告香港政局及民生禱告香港政局及民生禱告。。。。 

3. 為為為為世界的恐怖活動世界的恐怖活動世界的恐怖活動世界的恐怖活動、、、、槍擊槍擊槍擊槍擊、、、、大風雪造成的傷亡大風雪造成的傷亡大風雪造成的傷亡大風雪造成的傷亡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4. 為為為為身心靈軟弱及身心靈軟弱及身心靈軟弱及身心靈軟弱及患病者患病者患病者患病者、、、、等候手術者等候手術者等候手術者等候手術者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2015 年年年年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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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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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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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四四四四)     查經班查經班查經班查經班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 

三三三三
月月月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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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二二二二)     牧師團會牧師團會牧師團會牧師團會議議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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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     第六屆大專生差傳夜第六屆大專生差傳夜第六屆大專生差傳夜第六屆大專生差傳夜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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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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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四四四四)     查經班查經班查經班查經班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 

28 (六六六六)     團契導師分享會團契導師分享會團契導師分享會團契導師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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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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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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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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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曼谷工場宣教士兆麟於本月開始進修泰文聖經用詞，求主賜足夠

智慧及悟性。 

2. 感恩東北滿恩堂認同兒童從小學習聖經的重要，議決將空置的廚

房改為兒童主日學房間，需要進行各項翻新，求主賜各人充足信

心，仰望主供應，拓展事工。 

 

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 

1. 感謝主讓二月的英文班順利收生及開班，求主賜同工智慧將福音融

入課堂內。 

2. 求主讓整個金邊隊工、事工及各班的課程禱告，擬備設立一個更具

規模式的課程，以吸引更多當地學生透過課程認識福音。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為曾國輝牧師現正努力培訓之 5 位教會領袖及 4位青少年團契導師

禱告，願他們在宣教士離開前，能適應帶領教會。 

2. 求主呼召及差派長期宣教士到斐濟作服侍！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1.  2015 年海宣部將主辦以下短宣體驗團，有興趣參加的肢體，歡

迎向何俊威弟兄查詢詳情。 

 

 6 月 19 - 23 日  越南五天訪宣考察體驗團  3 月 9 日截止 

   7 月 19 – 27 日  泰國九天短宣體驗團    3 月 9 日截止 

 8 月 4 – 10 日  柬埔寨七天短宣體驗團   3 月 9 日截止 

 12 月 17 – 21 日 柬埔寨五天聖誕短宣體驗團  6 月 30 日截止 

差差差差傳地帶傳地帶傳地帶傳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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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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69 66 62 --- 66 

長長長長者崇拜者崇拜者崇拜者崇拜 --- 24 29 28 26 27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35 --- 13 --- --- 2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5 4 7 1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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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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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 6 

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 --- 36 --- --- 21 29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8 24 18 21 26 21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2 2 5 2 8 4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3 4 13 3 9 6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12 9 6 8 14 10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3 --- 10 --- 7 

以以以以斯帖團契斯帖團契斯帖團契斯帖團契 21 21 20 20 --- 21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1 11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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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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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2/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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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晉華范晉華范晉華范晉華 

29/3 30/3 31/3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7 

二二二二○○○○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二二二二月月月月至至至至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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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21/2 28/2 7/3 14/3 21/3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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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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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得更真學得更真學得更真學得更真 

離開離開離開離開 

安舒區安舒區安舒區安舒區 

細心細心細心細心 

看地球看地球看地球看地球 
Cake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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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枝招展花枝招展花枝招展花枝招展 團團團團  拜拜拜拜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靈靈靈靈  修修修修 
BBQ / 
打邊爐打邊爐打邊爐打邊爐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Cake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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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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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生大專生大專生大專生 

差傳夜差傳夜差傳夜差傳夜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Puzzle 
Day 

Fun 
Fun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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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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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夜夜夜夜  行行行行 On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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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日日日日)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3/3 五五五五) 
---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2/3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1/2 18/2 25/2 4/3 11/3 18/3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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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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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小唱小唱小唱小唱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掌故掌故掌故掌故 

慶賀慶賀慶賀慶賀 

生辰生辰生辰生辰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2 22/2 1/3 8/3 15/3 22/3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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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放放放 假假假假 放放放放 假假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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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放放放 假假假假 放放放放 假假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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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年賀年賀年賀年

手工手工手工手工 
放放放放 假假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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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青少教會青少教會青少教會青少

年靈命培年靈命培年靈命培年靈命培

育育育育 

--- 
肢體未信肢體未信肢體未信肢體未信

親友親友親友親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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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月月月月至至至至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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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22/2 1/3 8/3 15/3 22/3 29/3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顯顯顯顯現後現後現後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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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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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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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紅紅紅))))    

堂堂堂堂    慶慶慶慶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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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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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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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萍教師陳玉萍教師陳玉萍教師陳玉萍教師    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朱小琪教師    張振華監督張振華監督張振華監督張振華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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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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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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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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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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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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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創創創 17: 1 - 7, 

15 – 16 

羅羅羅羅 4: 13 – 25 

可可可可 8 : 31 – 38 

出出出出 20 : 1 - 17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18-25 

約約約約 2: 13 – 22 

民民民民 21 : 4 – 9 

弗弗弗弗 2: 1 – 10 

約約約約 3:14 – 21 

耶耶耶耶 31:31-34 

來來來來 5 : 5 – 10 

約約約約 12: 20 – 33 

賽賽賽賽 50:4-9 上上上上 

腓腓腓腓 2 : 5 – 11 

可可可可 11: 1 - 11 

司司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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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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