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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懂愛嗎基督徒懂愛嗎基督徒懂愛嗎基督徒懂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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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信主之後，上帝賜予其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在其心中。我們愛，因

為上帝先愛我們。我們能夠體恤別人，是因為實行從天上而來的愛；我們

曉得按聖經原則去愛人，這是出於上帝的恩典。 

 

基督徒懂愛嗎？當一個人真正去經歷上帝的愛時，會時常思念耶穌基督

十字架上的大愛，這愛常活在我們面前。稅吏長撒該，當接觸認識主之後，

立刻曉得如何去愛人、憐恤人；同樣主的愛時常激勵感動我們的心，我們

才懂去愛人。十九世紀一位比利時的宣教士達緬，他在夏威九群島中的一

個小島上，為了服事八百名痲瘋病人，將福音傳給他們，十七年來宣教士

協助他們建造房屋、醫院、學校等設施，最後自己也染上了痲瘋病，且死

在這孤島上。一個愛上帝的人，才懂得去愛別人；所以我們必須除去愛的

障礙。 

 

耶穌基督講的比喻：有一個僕人欠主人一千萬銀子，主人原諒他，免了

他所欠的債；他蒙了憐恤，但他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只是十兩

銀子，就掐住他的喉嚨，迫他償還。他的同伴都看不過來，就告訴他的主

人，主人很震怒，把他交給掌刑的。這比喻說明許多人成為忘恩負義之徒，

既領受了上帝的愛，卻不曉得去愛上帝愛人。 

 

也有許多信徒用敬拜代替了憐愛，以為這就已經足夠，無須照顧貧窮人

了。上帝卻回應：你們獻許多祭物，守各種節期；你們雖然如此行，是我

不能容忍的，甚至我會恨惡你們的敬拜。因為以色列人不止住行惡，在殿

中敬拜偶像，離開上帝又去作惡，沒有學習行善。基督徒無憐恤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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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在教會中敬拜，熱心事奉上帝，以為已足夠。耶穌以他們所作都為枉

然，敬拜決不能代替表達你的愛和憐恤。 

 

今日年青一輩流行靈修的操練，操練原是好的，但如果操練不能使你愛

上帝愛人，這就大有問題了。先知嚴斥偽善說：你們天天尋找我，樂意明

白我的道，好像行義的國民，不離棄他們上帝的典章；向我求問公義的判

語，喜悅親近上帝。雖然如此，上帝卻嘆息說：你們禁食的日子，仍求利

益，勒逼人為你們作苦工……。但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兇惡的繩，

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拆斷一切的軛麼？即使你們這樣的操

練，但仍是欺負別人；這行為上帝是不能容忍的，祂甚至討厭我們的敬拜

和操練。 

 

基督徒對社會不關心，錯判憐恤的角色，認為基督徒只傳福音，做屬靈

的事；福利、醫院、學校等工作由政府主理，其實這是一個錯誤觀念。耶

穌給我們的榜樣，到各城鄉去不只傳福音，也醫病趕鬼，給餅魚果腹；祂

是一個身、靈並顧的主。所以教會無理由將憐恤慈惠工作，只由政府去做；

單傳福音是不合乎主的標準，教會應量力而為去關心社會的工作。解決人

的屬世問題，傳基督的福音，才可徹底解決全人的身心靈問題。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讓我們因感受耶穌基督十字架的犧牲大愛，我

們便懂得如何去愛人；憐恤別人，是一種對上帝感恩，報答而回應的愛。

所以我們立志去愛人，將好處帶給別人。耶穌所講的愛是從上帝命令的愛，

你們要愛仇敵，為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敵人被你的愛溶化，漸漸你會覺

得他都可愛，你能將感情投入愛他，這是意志堅立了的愛，也是無條件的

愛。每個基督徒須理解成全律法的愛，許多人認為，只要去愛一個人，為

他做甚麼都得，甚至破壞律法也可以。近代流行的處境倫理學的觀點，將

許多聖經原則帶進道德的處境裏；只要這些聖經原則，能幫助你解決處境，

就被應用；若不行，則所有聖經原則被拋開；這種做法，就是忘記：「凡事

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羅十三 8）愛不是廢除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 

 

當我們愛一個人時，一定想時刻與他在一起；所以同在就表明這愛。上

帝愛我們，祂也很想我們能與祂時刻在一起，這是聖經所講的愛。就讓我

們時刻親近主，領受祂完全的愛和教導，使我們真的懂得愛，以愛上帝愛

人作天天的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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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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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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人人人人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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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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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人人人人(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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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人人人人 )。。。。  

2. 5 月月月月 24 日為本堂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日為本堂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日為本堂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日為本堂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將於崇拜後在教會舉行將於崇拜後在教會舉行將於崇拜後在教會舉行將於崇拜後在教會舉行，，，，請所有事奉人請所有事奉人請所有事奉人請所有事奉人

員預留時間出席員預留時間出席員預留時間出席員預留時間出席。。。。 

3. 本堂每月一次之查經班本堂每月一次之查經班本堂每月一次之查經班本堂每月一次之查經班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5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 9:00，，，，假地下小禮堂舉行假地下小禮堂舉行假地下小禮堂舉行假地下小禮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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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月月月月 31 日崇拜中有分享時段日崇拜中有分享時段日崇拜中有分享時段日崇拜中有分享時段，，，，主要是見證主要是見證主要是見證主要是見證如如如如何帶領家人歸主何帶領家人歸主何帶領家人歸主何帶領家人歸主，，，，若有肢體願意分享若有肢體願意分享若有肢體願意分享若有肢體願意分享，，，，

請聯絡何俊威執事或教牧同工請聯絡何俊威執事或教牧同工請聯絡何俊威執事或教牧同工請聯絡何俊威執事或教牧同工。。。。 

5. 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禾信福音週已順利已順利已順利已順利舉行舉行舉行舉行，，，，佈道會中有佈道會中有佈道會中有佈道會中有 23 位學生決志信主位學生決志信主位學生決志信主位學生決志信主，，，，14 位學生願位學生願位學生願位學生願

意參加教會之聚會意參加教會之聚會意參加教會之聚會意參加教會之聚會，，，，包括團契包括團契包括團契包括團契、、、、主日學等主日學等主日學等主日學等，，，，請為跟進及栽培工作代禱請為跟進及栽培工作代禱請為跟進及栽培工作代禱請為跟進及栽培工作代禱。。。。 

6. 6 月月月月 7、、、、14 日為本堂本年度之差傳雙週日為本堂本年度之差傳雙週日為本堂本年度之差傳雙週日為本堂本年度之差傳雙週，，，，並設信心奉獻並設信心奉獻並設信心奉獻並設信心奉獻，，，，目標為目標為目標為目標為$13,000 作為支持作為支持作為支持作為支持

差傳事工之用差傳事工之用差傳事工之用差傳事工之用，，，，請肢體預備請肢體預備請肢體預備請肢體預備。。。。 

7. 6 月月月月 28 日為教育主日日為教育主日日為教育主日日為教育主日，，，，將邀請禾信畢業生及家長參加將邀請禾信畢業生及家長參加將邀請禾信畢業生及家長參加將邀請禾信畢業生及家長參加，，，，亦有禾信合唱團獻唱亦有禾信合唱團獻唱亦有禾信合唱團獻唱亦有禾信合唱團獻唱，，，，會會會會

後有簡後有簡後有簡後有簡單茶點招待單茶點招待單茶點招待單茶點招待，，，，並隨即舉行並隨即舉行並隨即舉行並隨即舉行「「「「親子讀經樂親子讀經樂親子讀經樂親子讀經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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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10:00––––12:30，，，，假信義假信義假信義假信義會天恩堂會天恩堂會天恩堂會天恩堂舉舉舉舉行行行行「「「「讚讚讚讚

美操美操美操美操滙聚日滙聚日滙聚日滙聚日」」」」，，，，歡迎肢體歡迎肢體歡迎肢體歡迎肢體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2.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信徒培育信徒培育信徒培育信徒培育部將於部將於部將於部將於 7 月月月月 21-23 日假日假日假日假愛丁堡公爵訓練營愛丁堡公爵訓練營愛丁堡公爵訓練營愛丁堡公爵訓練營舉行舉行舉行舉行營會營會營會營會，，，，對象為升小四對象為升小四對象為升小四對象為升小四

至升中一學生至升中一學生至升中一學生至升中一學生，，，，費用費用費用費用$350，，，，6 月月月月 9 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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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部有一兩年制兼讀課程延伸部有一兩年制兼讀課程延伸部有一兩年制兼讀課程延伸部有一兩年制兼讀課程，「，「，「，「助己助人助己助人助己助人助己助人 ──── 同行者同行者同行者同行者輔輔輔輔導文憑導文憑導文憑導文憑」」」」，，，，歡歡歡歡

迎有興趣肢體報讀迎有興趣肢體報讀迎有興趣肢體報讀迎有興趣肢體報讀，，，，6 月月月月 1 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6 月月月月 6 日或日或日或日或 6 月月月月 27 日將有入學試日將有入學試日將有入學試日將有入學試，，，，詳情詳情詳情詳情

請看海報請看海報請看海報請看海報。。。。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黃十妹婆婆黃十妹婆婆黃十妹婆婆黃十妹婆婆已轉入住白普理療養院已轉入住白普理療養院已轉入住白普理療養院已轉入住白普理療養院，，，，病情嚴重病情嚴重病情嚴重病情嚴重，，，，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2. 畢森伯伯患肺炎及肺積水畢森伯伯患肺炎及肺積水畢森伯伯患肺炎及肺積水畢森伯伯患肺炎及肺積水，，，，在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及觀察病情起伏在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及觀察病情起伏在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及觀察病情起伏在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及觀察病情起伏，，，，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3. 魏書如弟兄早前在家跌倒魏書如弟兄早前在家跌倒魏書如弟兄早前在家跌倒魏書如弟兄早前在家跌倒，，，，腋下肋骨斷裂腋下肋骨斷裂腋下肋骨斷裂腋下肋骨斷裂，，，，現已出院並在大哥現已出院並在大哥現已出院並在大哥現已出院並在大哥家家家家中休養中休養中休養中休養。。。。 

4. 李敏儀姊妹之父親李敏儀姊妹之父親李敏儀姊妹之父親李敏儀姊妹之父親李李李李橋穩伯伯橋穩伯伯橋穩伯伯橋穩伯伯食道及肺癌食道及肺癌食道及肺癌食道及肺癌之病情惡化之病情惡化之病情惡化之病情惡化，，，，身體漸弱且疼痛身體漸弱且疼痛身體漸弱且疼痛身體漸弱且疼痛，，，，求主憐求主憐求主憐求主憐

憫憫憫憫，，，，減輕痛楚減輕痛楚減輕痛楚減輕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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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謝玉冰婆婆因類風濕關節炎及右肩嚴重退化謝玉冰婆婆因類風濕關節炎及右肩嚴重退化謝玉冰婆婆因類風濕關節炎及右肩嚴重退化謝玉冰婆婆因類風濕關節炎及右肩嚴重退化，，，，影響頸椎及頭痛影響頸椎及頭痛影響頸椎及頭痛影響頸椎及頭痛，，，，曾入住威爾斯醫曾入住威爾斯醫曾入住威爾斯醫曾入住威爾斯醫

院四天院四天院四天院四天，，，，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現已出院，，，，在家休養在家休養在家休養在家休養。。。。 

6. 黃詠琪姊妹之預產期為黃詠琪姊妹之預產期為黃詠琪姊妹之預產期為黃詠琪姊妹之預產期為 5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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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為為為尼泊爾地震死傷者治癒尼泊爾地震死傷者治癒尼泊爾地震死傷者治癒尼泊爾地震死傷者治癒、、、、房屋重建及救援工作代禱房屋重建及救援工作代禱房屋重建及救援工作代禱房屋重建及救援工作代禱。。。。 

2. 為為為為香港政香港政香港政香港政改改改改產生的分化產生的分化產生的分化產生的分化、、、、政府管治等政府管治等政府管治等政府管治等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3. 為為為為本本本本會及本堂福音事工會及本堂福音事工會及本堂福音事工會及本堂福音事工、、、、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身體軟弱肢體身體軟弱肢體身體軟弱肢體身體軟弱肢體及家人及家人及家人及家人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我要感謝我要感謝我要感謝我要感謝 

 我要感謝我要感謝我要感謝我要感謝…………………… 

 孩子抱怨他們要孩子抱怨他們要孩子抱怨他們要孩子抱怨他們要收收收收拾房間拾房間拾房間拾房間：：：：這表示他們在家這表示他們在家這表示他們在家這表示他們在家，，，，並沒有出外遊蕩並沒有出外遊蕩並沒有出外遊蕩並沒有出外遊蕩。。。。 

 要繳稅要繳稅要繳稅要繳稅：：：：這證明我還有工作這證明我還有工作這證明我還有工作這證明我還有工作。。。。 

 宴會後杯盤狼藉宴會後杯盤狼藉宴會後杯盤狼藉宴會後杯盤狼藉：：：：這表示我朋友眾多這表示我朋友眾多這表示我朋友眾多這表示我朋友眾多。。。。 

 衣服穿起來有點小衣服穿起來有點小衣服穿起來有點小衣服穿起來有點小：：：：這表示我吃得飽足這表示我吃得飽足這表示我吃得飽足這表示我吃得飽足。。。。 

有菜要燒有菜要燒有菜要燒有菜要燒，，，，有衣服要洗有衣服要洗有衣服要洗有衣服要洗，，，，有管理費要繳有管理費要繳有管理費要繳有管理費要繳：：：：這表示我有一個家這表示我有一個家這表示我有一個家這表示我有一個家。。。。 

一日將盡一日將盡一日將盡一日將盡，，，，我筋疲力竭我筋疲力竭我筋疲力竭我筋疲力竭：：：：這表示我有能力辛勤工作這表示我有能力辛勤工作這表示我有能力辛勤工作這表示我有能力辛勤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被鬧鐘吵醒第二天一大早被鬧鐘吵醒第二天一大早被鬧鐘吵醒第二天一大早被鬧鐘吵醒：：：：這表示我還活著這表示我還活著這表示我還活著這表示我還活著！！！！ 

閱讀「我要感謝」一段文章，給我一反省。 

 曉得「感謝」的人，應該不少。曉得凡事「感謝」的人，或許會有。然而，曉得

向自己身邊的親人「感謝」的，實在少有。 

 「感謝」，從來是人向著無關重要的人來表達的比較多。為甚麼呢？因為基於「禮

貌」。但我們總不懂得向父母、兄弟、姊妹、身邊的伴侶、自己孩子等來表達「感謝」

之意。為甚麼呢？因為我們總認為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 

 好一個「理所當然」，那何來「感謝」之意？我敢說，這是非常錯誤的。請我們

好好地反省，從今天開始，向我們的親人表達無限的「感謝」。 

 基督徒對上帝是否存著「感謝」的心呢？或是我們只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所

以不會存著「感謝上帝」的心呢？ 

節錄自節錄自節錄自節錄自《《《《耕心小語耕心小語耕心小語耕心小語》》》》  葛文偉著葛文偉著葛文偉著葛文偉著

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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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 

求主藉 5 月份開辦之語文興趣班，帶領參加者從中學習語文，並認識主。 

 

泰國東北泰國東北泰國東北泰國東北 

泰北於 4 月份因遭受風暴侵襲，各處受嚴重破壞，求主憐憫受影響災民，

讓他們早日回復正常生活。 

 

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 

1. 感恩上帝帶領一個機構送來數十本兒童聖經故事書，引起不少學生閱讀聖

經的興趣，求聖靈動工，讓學生們藉此明白和接受主的話語，得著救恩。 

2. 繼續為 Rachel 老師的英文教學得力和學生的穩定性祈禱。 

3. 本地同工 Somnang 已於 4 月底請辭，求主預備合適的當地牧者。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請為四位少年團導師、五位同工、六位主日學老師、七位在主日崇拜作分

享肢體禱告，求主賜各人得力！ 

2. 請紀念國輝、有卿離開前安排，順利交接各項事宜，並有體力和心力執拾

家中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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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有少數名額〉 

   7 月 21 – 27 日  泰國七天短宣體驗團   尚有 2 個名額 

 8 月 4 – 10 日  柬埔寨七天短宣體驗團   尚有 2 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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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臨萬邦 2015 金宣大會」啟動禮暨差傳奮興會 

 日期：16/5, 23/5, 6/6, 13/6 (周六)及 4/6(周四)  

 以上皆為晚上，公開聚會，毋須報名 

  〈詳情與本部聯絡〉 

3. 工場急募短期及長期宣教士：特別柬埔寨急聘教牧宣教士，歡迎與本部聯

絡。 

 

 

差差差差傳地帶傳地帶傳地帶傳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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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年年年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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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

月月月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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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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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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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栽培栽培栽培栽培部部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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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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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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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

月月月月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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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日日日日)     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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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日日日日)     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主日學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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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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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日日日日)     信義宗神學院畢業禮信義宗神學院畢業禮信義宗神學院畢業禮信義宗神學院畢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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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日日日)     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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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日日日)     按立牧師典禮按立牧師典禮按立牧師典禮按立牧師典禮    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 牧師團牧師團牧師團牧師團 

17(三三三三)     讚美操匯聚日讚美操匯聚日讚美操匯聚日讚美操匯聚日    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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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     教育主日暨親子讀經樂教育主日暨親子讀經樂教育主日暨親子讀經樂教育主日暨親子讀經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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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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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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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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64 63 67 --- 62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5 30 29 25 23 26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 --- 12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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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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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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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7 9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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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 15 21 29 --- 22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 1 2 4 --- 2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 2 3 3 --- 3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4 10 7 --- 7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4 5 11 --- 7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18 22 30 28 25 25 

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 --- --- 5 --- --- 5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7 10 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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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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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6 3/6 4/6 5/6 6/6 

7/6 
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林玉義 

8/6 9/6 10/6 11/6 12/6 13/6 
*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李振忠 

14/6 15/6 16/6 17/6 18/6 19/6 20/6 

21/6 22/6 23/6 24/6 25/6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26/6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27/6 

28/6 29/6 30/6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吳厚傑吳厚傑吳厚傑吳厚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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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五五五五月月月月至至至至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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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23/5 30/5 6/6 13/6 20/6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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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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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我會我會我會 

動手做動手做動手做動手做 

面對面對面對面對 

掙扎區掙扎區掙扎區掙扎區 
端午節端午節端午節端午節 

點先點先點先點先算算算算

贏贏贏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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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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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差差差  傳傳傳傳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端午節端午節端午節端午節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游樂日游樂日游樂日游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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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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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差差差差  傳傳傳傳 

年初立志年初立志年初立志年初立志

回顧回顧回顧回顧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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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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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探探探探  訪訪訪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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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退退退退修日修日修日修日 

(24/5 日日日日)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2/6 五五五五) 
--- 

親子親子親子親子 

讀經樂讀經樂讀經樂讀經樂 

(28/6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5 20/5 27/5 3/6 10/6 17/6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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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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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 

聖經問聖經問聖經問聖經問

答比賽答比賽答比賽答比賽 

慶賀慶賀慶賀慶賀 

生辰生辰生辰生辰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5 24/5 31/5 7/6 14/6 21/6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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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習週複習週複習週複習週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差傳週差傳週差傳週差傳週 孝親節孝親節孝親節孝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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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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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肢體傳福肢體傳福肢體傳福肢體傳福

音心志與音心志與音心志與音心志與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 
禾信福音禾信福音禾信福音禾信福音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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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月月月月至至至至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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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24/5 31/5 7/6 14/6 21/6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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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二主第二主第二主第二主日日日日    

((((綠綠綠綠))))    

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綠綠綠綠))))    

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差傳雙週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第五主日    

((((綠綠綠綠))))    

教育主日教育主日教育主日教育主日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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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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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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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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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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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志輝牧師黃志輝牧師黃志輝牧師黃志輝牧師    洪盛霞牧師洪盛霞牧師洪盛霞牧師洪盛霞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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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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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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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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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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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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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創創創 3 : 8 - 15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4 : 13 – 

5 : 1 

可可可可 3 : 20 - 35 

結結結結 17: 22 – 24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5: 6- 17 

可可可可 4 : 26 – 34 

伯伯伯伯 38 : 1 – 11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6 : 1 – 13 

可可可可 4 : 35 – 41 

哀哀哀哀 3 : 23 – 33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8: 7- 15 

可可可可 5 : 21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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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輔助輔助輔助    ------------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    ------------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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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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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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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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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49, 549, 549, 549, 509,0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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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216, 216, 21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0,30,30,30,    

301,301,301,30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9393939    

300, 303,300, 303,300, 303,300, 303,    

361,361,361,36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9,69,69,69,    

259,259,259,25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4141414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8,8,8,    

446,446,446,44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2,82,82,82,    

22522522522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 2, 2, 2,     

474,474,474,47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0,(80,(80,(80,    

69, 67),69, 67),69, 67),69, 67),    

373373373373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李李李                        慈慈慈慈                        英英英英    廖廖廖廖                        淑淑淑淑                        卿卿卿卿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    ------------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鄭翠鄭翠鄭翠鄭翠瓊瓊瓊瓊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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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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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鄭鄭鄭鄭                    翠翠翠翠                    瓊瓊瓊瓊    李李李李                    志志志志                    雄雄雄雄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單單單單                    志志志志                    榮榮榮榮    李李李李                    銘銘銘銘                    生生生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