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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成為上帝所使用如何成為上帝所使用如何成為上帝所使用如何成為上帝所使用的守望者的守望者的守望者的守望者？？？？    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 

                        (以西結書以西結書以西結書以西結書 3 : 16 – 27)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背景: 約雅敬王的第五年（主前 593 年），當時，北國以色列已被亞

述所滅，人民被擄至亞述各地，而南國約雅斤王亦被擄至巴比

倫，而以西結亦在巴比倫的迦巴魯河附近蒙上帝選召，向那些

第一次被擄(主前 597 年)的猶大人民宣講上帝審判以色列人

的信息，以及呼籲猶大人悔改。 

 以西結其人可以肯定是在第一次被擄的猶大群體中，他生長於

祭司家，所以他自然也是有祭司身份的人。但可惜卻因為被

擄，所以他並沒有實行祭司的職份；雖然如此，他卻被上帝選

召為先知。自此，他不但有祭司的身份，也有先知的身份。 

 當時，以西結的宣講集中在罪與罰兩方面，並以嚴厲的言詞表

明審判一定到來。但當時以色列人的罪孽已達到不可挽救的程

度，他們背信棄義，違抗上帝的命令，四圍盡是邱壇，連上帝

的聖殿亦被玷污。因此，聖潔的上帝以毀滅和驅逐來管教他

們，也以此來拯救他們。以西結亦成為上帝使用的守望者－為

要守望以色列。 

經文中的 3:16 提到的“過了七日”--七天前,以西結看見上帝賜

予的異象；奉命食了上帝所賜予的書卷，並上帝的靈在他身上大大加

添能力。然而因為瞭解以色列人悖逆的光景和面臨未來的審判，他憂

憂悶悶地坐在他的同胞當中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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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七日後，上帝的話臨到以西結，使他成為上帝所使用的“守

望者”。 

古代為保障人民的安全，在城鎮的關卡中會設立守望臺，以便守

望者在夜間把守瞭望，遇有敵人入侵便發出警告，所以守望者的職責

十分重大。以西結的責任是留意上帝的子民是否忠於上帝的約，身負

守望上帝子民屬靈生命興衰的責任。 

無論惡人，義人，以致於以西結，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上責任。

上帝要以西結為衪警告以色列人要為自己的罪行負責。就義人與惡

人，各對以西結的警告有不同反應。以惡人來說，以西結是要警告他

們，倘若惡人繼續行惡而死在罪孽中，以西結也因為已盡上了責任，

所以救自己脫離了罪。而對於義人，以西結也同樣以警告惡人的信息

提醒義人，使他們不要離義而犯罪。如義人最終行惡，那他素來所行

的義將不再被記念，但倘若義人遠離罪行，那麼他將存活，同時以西

結他也救自己離了罪。 

上帝愛世人，從祂立以西結作以色列的守望者的一段吩咐中看

到，當時以色列人已經是悖逆者，且世世代代悖逆足以成悖逆之家，

(並且背信棄義，違抗上帝的命令，四圍築建邱壇，連上帝的聖殿亦

被玷污。)但上帝沒有放棄惡人，仍願惡人悔罪得救。衪又明白義人

在罪惡世代中很易被罪惡引誘，遠離上帝，所以仍警告，並給義人絆

腳石，以致叫他們順服上帝，不犯罪。可見上帝對我們的愛何等高深，

何等廣闊。 

接著以西結便被上帝帶領他回到平原上，並讓他在即將要出去為

上帝作工之先，再一次看到上帝的榮耀，才為主走上守望者的事奉之

路。但為何上帝又要以西結的舌頭貼住上膛以致啞口？我們很難明

白，但於 3 章 27 節中似乎又指出上帝斷續也會安排他為主發聲說話。

以西結沒有問為何，只順服上帝面對前面漫長的道路；但每當他想起

榮耀的異象，他便重新得力，無怨無悔的順服地去完成主所給他的吩

咐。 

 

你看到上帝給你的吩咐嗎？你願意順服上帝一切的帶領嗎？ 

事奉的甘苦在於那裡？ 

禱告求主加力給我們，並在此悖逆世代不致死在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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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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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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人人人人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8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6 人人人人，，，，長崇長崇長崇長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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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人人人人(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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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人人人 )。。。。  

2. 由於流感肆虐由於流感肆虐由於流感肆虐由於流感肆虐，，，，本堂已於本堂已於本堂已於本堂已於 2 月份開始採取以下預防措施月份開始採取以下預防措施月份開始採取以下預防措施月份開始採取以下預防措施，，，，請各位肢體垂請各位肢體垂請各位肢體垂請各位肢體垂

注注注注：：：：問安時段將不會以握手表示問安時段將不會以握手表示問安時段將不會以握手表示問安時段將不會以握手表示，，，，可用可用可用可用點頭或拱手問安點頭或拱手問安點頭或拱手問安點頭或拱手問安。。。。有呼吸道病徵有呼吸道病徵有呼吸道病徵有呼吸道病徵

肢體請帶上口罩聚會肢體請帶上口罩聚會肢體請帶上口罩聚會肢體請帶上口罩聚會(本堂備有口罩以供需要本堂備有口罩以供需要本堂備有口罩以供需要本堂備有口罩以供需要)。。。。若有需要探熱者若有需要探熱者若有需要探熱者若有需要探熱者，，，，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亦備有紅外線探熱器亦備有紅外線探熱器亦備有紅外線探熱器亦備有紅外線探熱器，，，，而聖餐主禮及襄禮者亦改用清潔消毒噴劑清潔雙而聖餐主禮及襄禮者亦改用清潔消毒噴劑清潔雙而聖餐主禮及襄禮者亦改用清潔消毒噴劑清潔雙而聖餐主禮及襄禮者亦改用清潔消毒噴劑清潔雙

手手手手。。。。 

3. 為安全起見為安全起見為安全起見為安全起見，，，，本堂已為所有外出活動本堂已為所有外出活動本堂已為所有外出活動本堂已為所有外出活動 / 聚會購買了保險聚會購買了保險聚會購買了保險聚會購買了保險，，，，各部各部各部各部 / 各團各團各團各團

契契契契若有戶外活動或聚會若有戶外活動或聚會若有戶外活動或聚會若有戶外活動或聚會，，，，請知會教會請知會教會請知會教會請知會教會，，，，並填寫保險表格並填寫保險表格並填寫保險表格並填寫保險表格，，，，由幹事向保險由幹事向保險由幹事向保險由幹事向保險

公司申報公司申報公司申報公司申報。。。。 

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會決議今年度仍支持本會內地助學計劃執事會決議今年度仍支持本會內地助學計劃執事會決議今年度仍支持本會內地助學計劃執事會決議今年度仍支持本會內地助學計劃，，，，並資助四位特殊學生並資助四位特殊學生並資助四位特殊學生並資助四位特殊學生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每位全年費用為每位全年費用為每位全年費用為每位全年費用為$1,200，，，，合共合共合共合共$4,800。。。。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暫已收奉獻暫已收奉獻暫已收奉獻暫已收奉獻

$5,924.50(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1/3 計計計計)，，，，有感動的肢體有感動的肢體有感動的肢體有感動的肢體，，，，歡迎繼續奉獻歡迎繼續奉獻歡迎繼續奉獻歡迎繼續奉獻。。。。 

5. 預苦期已至預苦期已至預苦期已至預苦期已至，，，，本堂鼓勵肢體過簡約生活本堂鼓勵肢體過簡約生活本堂鼓勵肢體過簡約生活本堂鼓勵肢體過簡約生活，，，，並將節省下來的金錢奉獻並將節省下來的金錢奉獻並將節省下來的金錢奉獻並將節省下來的金錢奉獻，，，，為為為為

有需要群體或機構奉獻有需要群體或機構奉獻有需要群體或機構奉獻有需要群體或機構奉獻。。。。本堂已備有多個奉獻箱以供肢體索取本堂已備有多個奉獻箱以供肢體索取本堂已備有多個奉獻箱以供肢體索取本堂已備有多個奉獻箱以供肢體索取。。。。 

6. 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 3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00 – 1:30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全教會讀經日全教會讀經日全教會讀經日全教會讀經日」，」，」，」，研讀研讀研讀研讀

「「「「路得記路得記路得記路得記」，」，」，」，歡迎所有年齡層的肢體踴躍參加歡迎所有年齡層的肢體踴躍參加歡迎所有年齡層的肢體踴躍參加歡迎所有年齡層的肢體踴躍參加。。。。 

7. 本堂每月一次之查經班將於本堂每月一次之查經班將於本堂每月一次之查經班將於本堂每月一次之查經班將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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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地下小禮假地下小禮假地下小禮假地下小禮

堂舉行堂舉行堂舉行堂舉行，，，，歡迎所有肢體出席歡迎所有肢體出席歡迎所有肢體出席歡迎所有肢體出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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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 –––– 9:30，，，，假信義會活靈堂假信義會活靈堂假信義會活靈堂假信義會活靈堂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 「「「「沙田區主立聖餐日崇拜沙田區主立聖餐日崇拜沙田區主立聖餐日崇拜沙田區主立聖餐日崇拜」，」，」，」，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基督的榜樣基督的榜樣基督的榜樣基督的榜樣」，」，」，」，請肢體預留請肢體預留請肢體預留請肢體預留
時間出席時間出席時間出席時間出席。。。。 

9. 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 4 月月月月 5 日舉行復活節戶外崇拜日舉行復活節戶外崇拜日舉行復活節戶外崇拜日舉行復活節戶外崇拜，，，，地點為馬鞍山郊野公園地點為馬鞍山郊野公園地點為馬鞍山郊野公園地點為馬鞍山郊野公園，，，，來回來回來回來回

車費每位車費每位車費每位車費每位$20 (出席者將會退回出席者將會退回出席者將會退回出席者將會退回)，，，，食物自備食物自備食物自備食物自備 (燒烤或野餐自便燒烤或野餐自便燒烤或野餐自便燒烤或野餐自便)，，，，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120

位位位位，，，，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3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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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月月月 9、、、、16 日日日日(逢星期一逢星期一逢星期一逢星期一)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 9:30，，，，假信假信假信假信

義樓五樓舉辦義樓五樓舉辦義樓五樓舉辦義樓五樓舉辦「「「「活潑的禮儀活潑的禮儀活潑的禮儀活潑的禮儀────豐盛的生命豐盛的生命豐盛的生命豐盛的生命」」」」講座講座講座講座，，，，由畢禮道牧師主講由畢禮道牧師主講由畢禮道牧師主講由畢禮道牧師主講，，，，

伍中恩老師傳譯伍中恩老師傳譯伍中恩老師傳譯伍中恩老師傳譯，，，，費用每位費用每位費用每位費用每位$100，，，，歡迎歡迎歡迎歡迎肢體肢體肢體肢體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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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4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30 –––– 4:30，，，，假信義樓五樓舉假信義樓五樓舉假信義樓五樓舉假信義樓五樓舉

辦講座辦講座辦講座辦講座，，，，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情緒管理情緒管理情緒管理情緒管理 ──── 夫婦篇夫婦篇夫婦篇夫婦篇『『『『相敬與相爭相敬與相爭相敬與相爭相敬與相爭』」』」』」』」，，，，由由由由狄玉遠狄玉遠狄玉遠狄玉遠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主講主講主講主講，，，，費用費用費用費用$50(夫婦夫婦夫婦夫婦 /準夫婦準夫婦準夫婦準夫婦$80)，，，，4 月月月月 13 日截止日截止日截止日截止報名報名報名報名，，，，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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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月份與美國華寶湖聖經營及中美服務促進會在中月份與美國華寶湖聖經營及中美服務促進會在中月份與美國華寶湖聖經營及中美服務促進會在中月份與美國華寶湖聖經營及中美服務促進會在中

國河南省信陽巿合辦青少年夏令營國河南省信陽巿合辦青少年夏令營國河南省信陽巿合辦青少年夏令營國河南省信陽巿合辦青少年夏令營，，，，現需招募組長義工人手現需招募組長義工人手現需招募組長義工人手現需招募組長義工人手，，，，有心志肢有心志肢有心志肢有心志肢

體請報名參與體請報名參與體請報名參與體請報名參與，，，，詳情請看教會張貼之海報詳情請看教會張貼之海報詳情請看教會張貼之海報詳情請看教會張貼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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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00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假中華基督假中華基督假中華基督假中華基督
教禮賢會灣仔堂教禮賢會灣仔堂教禮賢會灣仔堂教禮賢會灣仔堂舉辦舉辦舉辦舉辦「「「「2015 黃德榮教牧學講座黃德榮教牧學講座黃德榮教牧學講座黃德榮教牧學講座」」」」，，，，由蔡元雲醫生主講由蔡元雲醫生主講由蔡元雲醫生主講由蔡元雲醫生主講，，，，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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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延伸課程部延伸課程部延伸課程部延伸課程部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3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 9:30，，，，假信義假信義假信義假信義
會真理堂舉會真理堂舉會真理堂舉會真理堂舉辦真真假假講座辦真真假假講座辦真真假假講座辦真真假假講座「「「「愛理愛理愛理愛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香港基督徒對社會的承香港基督徒對社會的承香港基督徒對社會的承香港基督徒對社會的承
擔擔擔擔」，」，」，」，講講講講員有狄志遠博士及何善斌博士員有狄志遠博士及何善斌博士員有狄志遠博士及何善斌博士員有狄志遠博士及何善斌博士，，，，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歡迎肢體出席。。。。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黃翠琴婆婆早前因肺炎入黃翠琴婆婆早前因肺炎入黃翠琴婆婆早前因肺炎入黃翠琴婆婆早前因肺炎入院院院院，，，，現現現現已出院在家已出院在家已出院在家已出院在家調理調理調理調理。。。。 

2. 林惠誠弟兄之嫲嫲林惠誠弟兄之嫲嫲林惠誠弟兄之嫲嫲林惠誠弟兄之嫲嫲於於於於年三十晚年三十晚年三十晚年三十晚主懷安息主懷安息主懷安息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定安息禮拜定安息禮拜定安息禮拜定於於於於 3 月月月月 22 日晚日晚日晚日晚上上上上
6:30 假假假假萬國萬國萬國萬國殯儀館舉行殯儀館舉行殯儀館舉行殯儀館舉行，，，，求主安慰求主安慰求主安慰求主安慰弟兄及其弟兄及其弟兄及其弟兄及其家人家人家人家人。。。。 

3. 張少芳姊妹張少芳姊妹張少芳姊妹張少芳姊妹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3 月月月月 2 日接受日接受日接受日接受甲狀腺甲狀腺甲狀腺甲狀腺腫瘤腫瘤腫瘤腫瘤手術手術手術手術，，，，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手術順利手術順利手術順利手術順利。。。。 

4. 謝玉冰婆婆謝玉冰婆婆謝玉冰婆婆謝玉冰婆婆因牙患影響頭痛因牙患影響頭痛因牙患影響頭痛因牙患影響頭痛，，，，並常有嘔吐現象並常有嘔吐現象並常有嘔吐現象並常有嘔吐現象，，，，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請記念。。。。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世界多國面臨恐怖襲擊威脅世界多國面臨恐怖襲擊威脅世界多國面臨恐怖襲擊威脅世界多國面臨恐怖襲擊威脅禱禱禱禱告告告告，，，，求主止息紛爭求主止息紛爭求主止息紛爭求主止息紛爭。。。。 

2. 為為為為香港政局香港政局香港政局香港政局、、、、民生民生民生民生、、、、經濟經濟經濟經濟禱告禱告禱告禱告，，，，並讓巿民怒氣消減並讓巿民怒氣消減並讓巿民怒氣消減並讓巿民怒氣消減。。。。 

3.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身心靈軟弱及身心靈軟弱及身心靈軟弱及身心靈軟弱及病病病病患患患患者者者者、、、、康復康復康復康復者者者者禱禱禱禱告告告告，，，，求主憐憫與求主憐憫與求主憐憫與求主憐憫與醫治醫治醫治醫治。。。。 

 

 

 

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 

1. 兆麟宣教士需將聖經資料翻譯為泰文作查經用，求主添加智慧和能力。 

2. 自去年佈道會，有數名未信者願意到教會參加崇拜，求主讓他們早日打開

心門接受主的思典。 

 

差差差差傳地帶傳地帶傳地帶傳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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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東北泰國東北泰國東北泰國東北 

3. 為將於三月底舉辦的泰國信義會員大會及選舉主教禱告，求主預備同心服

侍的新隊工。 

4. 繼續紀念滿恩堂將空置的廚房改建為兒童主日學房的進程。 

 

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 

1. 為柬埔寨辦學的第二期籌募經費禱告，求主感動。 

2. 為學生穩定學習和參加週六團契小組禱告，讓他們更多認識主。 

3. 為 Rachel 老師教英文的適應祈禱。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感謝主讓少年團重開，盼望四位導師可以幫助少年人在基督裡成長。 

2. 教會各人在新一年有著不同轉變和學習，求主看顧各人能全然倚靠主。 

    2015 年年年年 3 – 4 月月月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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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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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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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查經班教會查經班教會查經班教會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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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常務委員常務委員常務委員常務委員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四四四四
月月月月 

02(四四四四)  沙田區主立聖餐日崇拜沙田區主立聖餐日崇拜沙田區主立聖餐日崇拜沙田區主立聖餐日崇拜    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 沙田區同工會沙田區同工會沙田區同工會沙田區同工會 

05(日日日日)     復活節戶外崇拜復活節戶外崇拜復活節戶外崇拜復活節戶外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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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六六六六)     信義會賣旗日信義會賣旗日信義會賣旗日信義會賣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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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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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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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17(五五五五)     信義宗神學院週年聖樂崇拜信義宗神學院週年聖樂崇拜信義宗神學院週年聖樂崇拜信義宗神學院週年聖樂崇拜    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    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 

23(四四四四)     教會查經班教會查經班教會查經班教會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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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六六六六)     情緒管理情緒管理情緒管理情緒管理    ––––    解決夫婦衝突解決夫婦衝突解決夫婦衝突解決夫婦衝突    夫婦夫婦夫婦夫婦 / 準夫婦準夫婦準夫婦準夫婦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27(一一一一)     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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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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預苦期（英文是 Lent，意即春天。拉丁教會稱 Quadragesima，意即四十天。）

是教會傳統中，特別思念基督的受苦受死的一段期間。這段期間，信徒會悔

改自省，禁食禱告，故又稱大齋期。 

  

預苦期由聖灰星期三（或稱塗灰日）(18/2)開始至復活節前一天(4/4)為止，一

共四十天（不計六個主日），因此有些教會稱之為四旬齋。 

  

意義 ： 耶穌決意上耶路撒泠，順服上帝，為世人捨命。 

主旨 ： 默想主為世人受難，紀念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體會他的溫柔、

愛、勇敢與孤寂。 

色彩 ： 紫色（代表 尊貴、悔罪） 

象徵 ： 十字架 

生活 ： 禁食禱告、悔罪，以心靈誠實去親近上帝，預備自己迎接復活節；也

可以將所省下來吃喝玩樂的金錢，用來幫助饑餓貧困的人，體會施捨

精神。 

 

當我們實踐禁食／簡樸生活的操練，一方面可操練自己的靈性，體會一點點

耶穌為我們受苦的滋味，過一個更有意義的預苦期，並更經歷復活節的歡欣；

另一方面也可藉著饑餓的親身經歷，使我們更能體會在饑餓與貧乏當中的人

之痛苦。我們並將原先用來吃喝玩樂(如：午飯、自助餐、看電影或唱卡拉

ok……)的金錢放入奉獻盒內，作為對那些有需要者的幫助。 

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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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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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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60 65 61 64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1 --- --- 18 20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38 --- 12 --- 25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7 14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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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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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 6 

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 37 34 --- --- 36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23 25 --- 10 19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2 5 7 5 5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3 5 5 2 4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7 10 8 3 7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5 --- 7 6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24 --- 28 23 25 

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 16 --- --- --- 16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8 5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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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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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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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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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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27/4 28/4 29/4 30/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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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三三三三月月月月至至至至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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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21/3 28/3 4/4 11/4 18/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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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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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暫暫暫 停停停停 

差傳差傳差傳差傳 

小戰士小戰士小戰士小戰士 
Are you 
ready?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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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Q / 
打邊爐打邊爐打邊爐打邊爐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Cake 

Workshop 
暫暫暫暫 停停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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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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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zzle 

Day 

Fun 
Fun 
Fun 

暫暫暫暫 停停停停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一人一一人一一人一一人一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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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夜夜夜  行行行行 On Fire 暫暫暫暫 停停停停 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時事課題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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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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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0/4 五五五五) 
---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6/4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1/3 18/3 25/3 1/4 8/4 15/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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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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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專專專 題題題題 扎扎跳扎扎跳扎扎跳扎扎跳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砌金句砌金句砌金句砌金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3 22/3 29/3 5/4 12/4 19/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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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戶外戶外戶外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手工週手工週手工週手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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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戶外戶外戶外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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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戶外戶外戶外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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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未信未信未信未信

親友親友親友親友 
--- --- --- --- 

老人中心老人中心老人中心老人中心

福音工作福音工作福音工作福音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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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月月月月至至至至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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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22/3 29/3 5/4 12/4 19/4 26/4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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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

((((白白白白))))    

戶外崇拜戶外崇拜戶外崇拜戶外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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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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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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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成成成成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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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馬漢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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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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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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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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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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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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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徒徒徒 10:34 - 43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5:1-11 

可可可可 16 : 1 – 8 

徒徒徒徒 4: 32 - 35 

約壹約壹約壹約壹 1:1-2:2 

約約約約 20:19 - 31 

徒徒徒徒 3: 12 - 19 

約壹約壹約壹約壹 3: 1 - 7 

路路路路 24:36 下下下下- 

48 

徒徒徒徒 4: 5 - 12 

約壹約壹約壹約壹 3:16-24 

約約約約 10: 11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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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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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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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何達恆何達恆何達恆何達恆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梁梁梁梁詩雅詩雅詩雅詩雅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37, 318,37, 318,37, 318,37, 318,    

328, 340328, 340328, 340328, 340    

48, 170,48, 170,48, 170,48, 170,    

410,410,410,410,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9, 65)(69, 65)(69, 65)(69, 65)    

134134134134    

37, 142,37, 142,37, 142,37, 142,    

143, 148143, 148143, 148143, 148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37, 37, 37, 3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6,26,26,26,    

169,169,169,16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9,69,69,69,    

268, 227268, 227268, 227268, 227    

167, 362,167, 362,167, 362,167, 36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8,28,28,28,    

222222222222    

203, 360,203, 360,203, 360,203, 360,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21, (121, (121, (121,     

69, 62),69, 62),69, 62),69, 62),    

2212212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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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    ------------    ------------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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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劉糼年劉糼年劉糼年劉糼年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何何何何                            俊俊俊俊                            威威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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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李李李                            銘銘銘銘                            生生生生    梁梁梁梁                                健健健健                                華華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