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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恩堂的社會資本沐恩堂的社會資本沐恩堂的社會資本沐恩堂的社會資本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近日在一場進修講座中認識了這個管理學詞語  ─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初步了解後，即時讓我想到我的教會 ─ 沐恩堂的狀

況。 

人既是不能獨自生活的動物，眾人為了一個組織的相互利益會採

取某些集體行動，該組織可以小至一個家庭，大至一個國家，這個網

絡人際間的關係結構、位置、強度等，就造成了一個組織內的各種現

象，包括信念、架構、階級、文化、習慣、不成文的制度等等。根據

維基百科解釋，社會資本的定義是指為實現目的，透過社會網絡來動

員的資源或能力的總和。 

在沐恩堂成長的我，我為自己一直在這個家成長感到自豪，每一

次因事不能出席聚會，心裡總有點忐忑，原因是我愛這個家，更愛這

個家的頭 ─ 耶和華上帝。若眾肢體都有這份愛的信念，沐恩堂的社

會資本必能成就榮神益人的事。那麼究竟這份愛從何而來？無論愛神

或是愛人，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和溝通溝通溝通溝通兩個元素絶對不可或缺。 

自己還是少年的時代，做學生的沒有現在的忙碌，我們永遠比聚

會時間早到教會，聚會完畢總愛流連，一起到蘭香閣飲紅豆冰，或找

Ｂ哥哥吃牛腩麵，這份集體回憶就是我們的資本。 

有人認為吃喝玩樂不夠屬靈，然而我認為卻能夠造就人，因為在

吃喝玩樂的輕鬆狀態下大家自然會打開話閘子，總有說不完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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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聽對方的思想和近況，眼見彼此交流的喜悅，心裡就會不期然地對

對方多一份關心。今天大家習慣了使用手機短訊，交流時只見死的文

字，而且所有人的字體都是一樣的，往往閱後就忘，也許還記得件事，

但卻記不起是關乎誰人的事。再者，大家在網路上的分享多是生活片

面的人和事，鮮有分享心事，大家可能比個 LIKE，回應一句加油，

自以為已經好熟悉對方；這當然能聊勝於無，但只是在今天疏離的社

會上，大家才覺得這一點點已經好珍貴。 

羅馬書 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此鼓勵大家，多花上時間參加各項教會聚

會和活動，多與弟兄姊妹交流溝通分享，一起建立我們沐恩堂的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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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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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人人人人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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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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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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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本堂於 3 月月月月 15 日舉辦之全教會讀經日共有日舉辦之全教會讀經日共有日舉辦之全教會讀經日共有日舉辦之全教會讀經日共有 33 位肢體出席位肢體出席位肢體出席位肢體出席，，，，席間討論熱席間討論熱席間討論熱席間討論熱

烈烈烈烈，，，，盼上帝話語成為我們腳前燈盼上帝話語成為我們腳前燈盼上帝話語成為我們腳前燈盼上帝話語成為我們腳前燈，，，，路上光路上光路上光路上光。。。。 

3. 本堂團契部將於本堂團契部將於本堂團契部將於本堂團契部將於 4 月月月月 11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4:00 – 6:00 舉辦時事課題舉辦時事課題舉辦時事課題舉辦時事課題，，，，題目為題目為題目為題目為「「「「社社社社

會撕裂第二浪會撕裂第二浪會撕裂第二浪會撕裂第二浪：：：：自由行與水貨客自由行與水貨客自由行與水貨客自由行與水貨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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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交流探一起交流探一起交流探一起交流探

討討討討。。。。 

4. 禾信之福音週將於禾信之福音週將於禾信之福音週將於禾信之福音週將於 4 月月月月 20-24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本堂將負責大部份聚會本堂將負責大部份聚會本堂將負責大部份聚會本堂將負責大部份聚會，，，，肢體若肢體若肢體若肢體若

可以協助請與教牧聯絡可以協助請與教牧聯絡可以協助請與教牧聯絡可以協助請與教牧聯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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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月月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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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月月月月 1 日為本會之代表及會員大會日為本會之代表及會員大會日為本會之代表及會員大會日為本會之代表及會員大會，，，，本堂教牧代表為吳麗卿牧師本堂教牧代表為吳麗卿牧師本堂教牧代表為吳麗卿牧師本堂教牧代表為吳麗卿牧師、、、、朱朱朱朱小小小小

琪教師琪教師琪教師琪教師，，，，信徒代表為趙仕傑弟兄信徒代表為趙仕傑弟兄信徒代表為趙仕傑弟兄信徒代表為趙仕傑弟兄、、、、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蔡志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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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家庭關顧部將於家庭關顧部將於家庭關顧部將於家庭關顧部將於 4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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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狄玉遠博士由狄玉遠博士由狄玉遠博士由狄玉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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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歡迎肢體參加。。。。 

2.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傳道牧養部將於傳道牧養部將於傳道牧養部將於傳道牧養部將於 5 月月月月 21-22 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 7:30 –––– 9:15 假信義會馬假信義會馬假信義會馬假信義會馬氏紀念氏紀念氏紀念氏紀念

禮拜堂舉行執事訓練禮拜堂舉行執事訓練禮拜堂舉行執事訓練禮拜堂舉行執事訓練，，，，歡迎本會各堂現任執事或有心志參與帶領事奉的歡迎本會各堂現任執事或有心志參與帶領事奉的歡迎本會各堂現任執事或有心志參與帶領事奉的歡迎本會各堂現任執事或有心志參與帶領事奉的

肢體報名肢體報名肢體報名肢體報名，，，，費用費用費用費用$40，，，，由趙錦德牧師主講由趙錦德牧師主講由趙錦德牧師主講由趙錦德牧師主講「「「「使人得力的靈友使人得力的靈友使人得力的靈友使人得力的靈友、、、、隊友及戰隊友及戰隊友及戰隊友及戰

友友友友」」」」。。。。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之之之之周年聖樂崇拜周年聖樂崇拜周年聖樂崇拜周年聖樂崇拜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4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晚晚晚晚上上上上 7:30 –––– 9:15，，，，假假假假
信義會真理堂舉行信義會真理堂舉行信義會真理堂舉行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歡迎肢體歡迎肢體歡迎肢體歡迎肢體出席出席出席出席，，，，詳情請參閱海報詳情請參閱海報詳情請參閱海報詳情請參閱海報。。。。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陳二女陳二女陳二女陳二女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已出院已出院已出院已出院，，，，暫於護老院休養暫於護老院休養暫於護老院休養暫於護老院休養。。。。 

2. 李敏儀姊妹之父親確診食道及肺癌李敏儀姊妹之父親確診食道及肺癌李敏儀姊妹之父親確診食道及肺癌李敏儀姊妹之父親確診食道及肺癌，，，，並於食道中放下支架並於食道中放下支架並於食道中放下支架並於食道中放下支架，，，，幫助吞嚥較幫助吞嚥較幫助吞嚥較幫助吞嚥較
暢順暢順暢順暢順，，，，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3. 黃十妹婆婆亦確診癌症黃十妹婆婆亦確診癌症黃十妹婆婆亦確診癌症黃十妹婆婆亦確診癌症，，，，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4. 張少芳姊妹張少芳姊妹張少芳姊妹張少芳姊妹手術手術手術手術後復原進展良好後復原進展良好後復原進展良好後復原進展良好，，，，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 

5. 為畢森伯伯早前入住深切治療部為畢森伯伯早前入住深切治療部為畢森伯伯早前入住深切治療部為畢森伯伯早前入住深切治療部，，，，現已轉送加護病房現已轉送加護病房現已轉送加護病房現已轉送加護病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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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為為為世界世界世界世界紛亂紛亂紛亂紛亂、、、、恐怖恐怖恐怖恐怖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禱禱禱禱告告告告，，，，求主止息求主止息求主止息求主止息一切不合真理之事一切不合真理之事一切不合真理之事一切不合真理之事。。。。 

2. 為為為為香港政香港政香港政香港政改帶來紛爭改帶來紛爭改帶來紛爭改帶來紛爭、、、、不和及對抗禱告不和及對抗禱告不和及對抗禱告不和及對抗禱告。。。。 

3.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患病肢體及其家人代禱患病肢體及其家人代禱患病肢體及其家人代禱患病肢體及其家人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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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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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 

1. 保守宣教士儆醒，並重視當地的文化。 

2. 為兆麟宣教士能順利以泰文帶查經感恩。 

3. 為泰國信義會青少年事工發展禱告。 

 

泰國東北泰國東北泰國東北泰國東北 

4. 請為泰北 THAM TAO 村的福音工作禱告。 

5. 求主賜下甘霖，使乾旱的情況得以舒緩。 

6. 請為新一屆主教和新任常委同心合力事主。 

 

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 

1. 祈求停電情況不會影響宣教事工。 

2. 炎熱的天氣不會影響學生出席課堂。 

3. 盼望日後能與鄰舍建立更深入關係。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感謝主！最近南太平洋的超級颱風，沒有對斐濟造成影響，但記念鄰國亞

努瓦圖，因其受影響甚大。 

2. 請為少年團友能穩定出席，願意追求成長祈禱。 

3. 求主賜國輝、有卿宣教士離開前順利交接事務。 

本會海外教部本會海外教部本會海外教部本會海外教部 

1. 2015 短宣體驗團   招募短宣員    〈報名從速〉 

 6 月 11 - 15 日  越南五天訪宣團   

   7 月 21 – 27 日  泰國七天短宣體驗團     

 8 月 4 – 10 日  柬埔寨七天短宣體驗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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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全港 2015「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 

 主題：無根、無基、與難民同行！ 

 灣仔區：6 月 5 日 (五)  晚上 7:30 – 9:00 

 尖沙咀區：6 月 12 日 (五)  晚上 7:30 – 9:00 

  (12/6 連工作坊： 下午 3:00 – 5:00) 

 截止報名： 6 月 2 日  〈詳情與本部聯絡〉 

差差差差傳地帶傳地帶傳地帶傳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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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期柬埔寨辦學籌款通告： (2015 – 2016 年) 

 有關興建校園工程籌募新宣傳單張於 5 月 1 日推出 (可向本部索取)；若堂

會對第一期有意認領課室等事宜，請在四月直接聯絡本部陳牧師。〈奉獻

支票抬頭祈付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015 年年年年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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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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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    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禾信學生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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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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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

月月月月 

01(五五五五)     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    本會教友本會教友本會教友本會教友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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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二二二二)     牧師團牧師團牧師團牧師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本會牧師本會牧師本會牧師本會牧師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19-21     教牧同工營教牧同工營教牧同工營教牧同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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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四四四四)     執事訓練執事訓練執事訓練執事訓練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傳道牧養部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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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日日日)     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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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栽培部 

26(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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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日日日)     領家人信主見證分享領家人信主見證分享領家人信主見證分享領家人信主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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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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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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63 63 58 68 63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1 22 28 26 --- 2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48 --- 63 --- --- 56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9 25 16 15 13 16 

初中初中初中初中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6 3 4 3 3 4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5 5 5 4 6 5 

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 34 --- 37 --- --- 36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3 27 10 24 --- 19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4 6 1 4 --- 4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5 5 1 5 --- 4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7 8 5 --- --- 7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5 --- 10 --- 8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23 28 18 18 --- 22 

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 --- --- 9 --- --- 9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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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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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趙沛趙沛趙沛晴晴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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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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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二二二二○○○○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四四四四月月月月至至至至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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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25/4 2/5 9/5 16/5 23/5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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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ready?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 

非洲鼓非洲鼓非洲鼓非洲鼓 

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 
關懷行動關懷行動關懷行動關懷行動 

Bible 
Ezone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你點睇你點睇你點睇你點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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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團合團合團合團 –  

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 

非洲鼓非洲鼓非洲鼓非洲鼓 

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自我自我自我自我 

深度行深度行深度行深度行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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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一人一一人一一人一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合團查經合團查經合團查經合團查經 

-以諾以諾以諾以諾 
漂書日漂書日漂書日漂書日 

Selfie 
Day 

Dixit 
Sharing 

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 

週會展望週會展望週會展望週會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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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 

合團查經合團查經合團查經合團查經 

-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健康週健康週健康週健康週 團契部會團契部會團契部會團契部會 

合團差傳合團差傳合團差傳合團差傳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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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日日日日)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8/5 五五五五) 
---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4/5 日日日日)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4 22/4 29/4 6/5 13/5 20/5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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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砌金句砌金句砌金句砌金句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掌故掌故掌故掌故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小唱小唱小唱小唱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9/4 26/4 3/5 10/5 17/5 24/5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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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週手工週手工週手工週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複習週複習週複習週複習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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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後主日崇拜後主日崇拜後主日崇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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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肢體工肢體工肢體工肢體工

作作作作、、、、家家家家

庭庭庭庭、、、、學業學業學業學業 

--- 

家庭福音家庭福音家庭福音家庭福音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家家家家

庭祭壇庭祭壇庭祭壇庭祭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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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月月月月至至至至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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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26/4 3/5 10/5 17/5 24/5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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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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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復活期    

第七主日第七主日第七主日第七主日    

((((白白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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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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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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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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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徒徒徒 8 : 26 – 40 

約壹約壹約壹約壹 4:7 – 21 

約約約約 15 : 1 – 8 

徒徒徒徒 10 : 44 – 48

約壹約壹約壹約壹 5 : 1 – 6 

約約約約 15 : 9 – 17 

徒徒徒徒 1 : 15-17, 

21 – 26 

約壹約壹約壹約壹 5:9 – 13 

約約約約 17 : 6 – 19 

徒徒徒徒 2: 1 – 21 

羅羅羅羅 8: 22 – 27 

約約約約 15: 26-27, 

16:4 下下下下 - 15 

賽賽賽賽 6 : 1 – 8 

羅羅羅羅 8: 12 – 17 

約約約約 3 : 1 - 17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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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輔助輔助輔助輔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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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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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林嘉林嘉林嘉林嘉敏敏敏敏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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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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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7, 7, 7, 7,     

362,362,362,36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7,87,87,87,    

369369369369    

46, 217,46, 217,46, 217,46, 217,    

493,493,493,49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9,69,69,69,    

265,265,265,26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41414141    

49, 509,49, 509,49, 509,49, 50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5,115,115,115,    

250250250250    

179,179,179,17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9,29,29,29,    

69,69,69,6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9,69,69,69,    

263, 65263, 65263, 65263, 65    

206, 186,206, 186,206, 186,206, 186,    

375, 224375, 224375, 224375,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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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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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糼年劉糼年劉糼年劉糼年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蔡蔡蔡蔡            志志志志            明明明明    鄭鄭鄭鄭                                翠翠翠翠                                瓊瓊瓊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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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