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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手機的世代智能手機的世代智能手機的世代智能手機的世代            趙仕傑弟兄趙仕傑弟兄趙仕傑弟兄趙仕傑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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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機在手，萬事無憂！近年智能手機的發明和發展的確叫人讚歎不絕。今

天的城市人，若要一整天不接觸手機，似乎已是不太可能，因這好東西多少

都支配著我們今天的生活：商業資訊及社交信息的發放、新聞閱覽、個人郵

件處理、影音的攝錄和播放、電子遊戲，還有 ………。智能手機確實為我們

帶來很多的便利和歡愉，正因為此，我們都很容易為它著迷，並全心倚靠它。

我們不希望錯過每則即時的新聞或商業信息，更希望能與不同的朋友或群組

永遠保持在線，以便能就每一個收到的信息作即時回應。然而，要達到以上

果效，我們必須有手機在旁，並時刻「儆醒」，特別要留意 whatsapp 的提示

訊號，方能即時回覆，難怪不少人每天都樂意花上幾小時使用手機。另一方

面，為著追求功能最優越又具體面的果效，人們都不惜多花一些去購買新款

的名牌機種。曾經就有年輕人因為父母不肯為他買一部新款智能手機而跟父

母反目，更鬧著要自殺！ 

 

當我們樂意把時間和精神投放在智能手機上，其他的事情都要通通讓路。

結果是：在課堂上、工作間都未能集中精神去學習和工作，甚或在家庭中，

連基本的家庭成員關係亦受影響，因很多人寧願多花時間「擅用」自己的手

機，而放棄與家人相處或交談。我會問，這值得嗎？真的值得嗎？曾跟年輕

人討論這議題，他們普遍都認為多花時間使用智能手機沒有甚麼問題，因為

人人都是這樣做，自己不同樣做，會變得很怪，亦會被視為離群。但，這答

案有說服力嗎？真的沒有問題？ 

 

筆者並非反對人使用智能手機，但認為就使用手機的態度值得反思。上帝

創造人類，並賜人類諸般智慧；人類創造手機，而手機今天卻成為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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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帝！ 大部份人都不難去明白和學會有效地使用智能手機的功能，可是我

們卻很容易忘記上帝的話，並輕易放棄親近衪的機會。出於愛我們的原故，

上帝給我們盡享一切美好的事物。惟願我們懂得以感恩的心及有節制地去享

用的同時，不要忘記衪才是我們唯一要尊崇和倚靠的對象。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在不斷追求速度、效率和滿足感的環境中，亦應不時停下來，想一想，清

醒一下頭腦，別讓祝福變為咒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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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份崇拜人份崇拜人份崇拜人份崇拜人數平均為數平均為數平均為數平均為 115 人人人人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0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8 人人人人，，，，長長長長

崇崇崇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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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人人人人(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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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人人人人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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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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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年度差傳信心認獻截至本年度差傳信心認獻截至本年度差傳信心認獻截至本年度差傳信心認獻截至 7 月月月月 5 日共收到日共收到日共收到日共收到$16,700，，，，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18 位肢體參與位肢體參與位肢體參與位肢體參與。。。。 

4. 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6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之之之之教育主日教育主日教育主日教育主日有有有有禾信禾信禾信禾信學學學學生生生生、、、、家長家長家長家長、、、、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包括校長包括校長包括校長包括校長)共共共共 46

人出席人出席人出席人出席，，，，會後會後會後會後有簡單茶點招待有簡單茶點招待有簡單茶點招待有簡單茶點招待，，，，並藉此彼此認識並藉此彼此認識並藉此彼此認識並藉此彼此認識、、、、交流交流交流交流，，，，氣氛愉快氣氛愉快氣氛愉快氣氛愉快、、、、融融融融

洽洽洽洽。。。。 

5. 本年度執事提名委員會名單為趙仕傑本年度執事提名委員會名單為趙仕傑本年度執事提名委員會名單為趙仕傑本年度執事提名委員會名單為趙仕傑、、、、蔡志蔡志蔡志蔡志明明明明、、、、梁笑琼及冼慧珊梁笑琼及冼慧珊梁笑琼及冼慧珊梁笑琼及冼慧珊，，，，今年今年今年今年

有有有有三位執事任期屆滿三位執事任期屆滿三位執事任期屆滿三位執事任期屆滿，，，，故提名委員按章規要提名最多六位候選人故提名委員按章規要提名最多六位候選人故提名委員按章規要提名最多六位候選人故提名委員按章規要提名最多六位候選人，，，，請代請代請代請代

禱禱禱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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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月月月 26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8 月月月月 7 日放年假共日放年假共日放年假共日放年假共 11 天天天天。。。。 

7. 由於老人中心裝修完成由於老人中心裝修完成由於老人中心裝修完成由於老人中心裝修完成，，，，本堂之以斯帖團契及長者崇拜亦於本堂之以斯帖團契及長者崇拜亦於本堂之以斯帖團契及長者崇拜亦於本堂之以斯帖團契及長者崇拜亦於 7 月月月月 2 日開日開日開日開

始回歸中心舉行始回歸中心舉行始回歸中心舉行始回歸中心舉行。。。。 

8. 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本堂將於 2016 年踏入三十週年年踏入三十週年年踏入三十週年年踏入三十週年，，，，為慶賀生辰為慶賀生辰為慶賀生辰為慶賀生辰，，，，並展望將來並展望將來並展望將來並展望將來，，，，舉辦了三舉辦了三舉辦了三舉辦了三

項比賽項比賽項比賽項比賽，，，，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口號設計比賽口號設計比賽口號設計比賽口號設計比賽」、「」、「」、「」、「紀念時刻照片比賽紀念時刻照片比賽紀念時刻照片比賽紀念時刻照片比賽」」」」及及及及「「「「標誌設計比標誌設計比標誌設計比標誌設計比

賽賽賽賽」，」，」，」，詳情請於主日六樓接待處索取參加表格詳情請於主日六樓接待處索取參加表格詳情請於主日六樓接待處索取參加表格詳情請於主日六樓接待處索取參加表格，，，，或向幹事索取或向幹事索取或向幹事索取或向幹事索取。。。。請肢體請肢體請肢體請肢體

踴躍參加踴躍參加踴躍參加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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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9 月月月月 12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 –––– 7:30 假假假假香港青年協會大香港青年協會大香港青年協會大香港青年協會大

廈廈廈廈 10 樓舉辦樓舉辦樓舉辦樓舉辦「「「「2015 奮興奮興奮興奮興日營日營日營日營」，」，」，」，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 在亂世在亂世在亂世在亂世

中抗逆前行中抗逆前行中抗逆前行中抗逆前行」，」，」，」，敦請盧龍光牧師主講敦請盧龍光牧師主講敦請盧龍光牧師主講敦請盧龍光牧師主講，，，，並透並透並透並透過過過過研讀研讀研讀研讀「「「「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幫助肢幫助肢幫助肢幫助肢

體在亂世中抗逆前行體在亂世中抗逆前行體在亂世中抗逆前行體在亂世中抗逆前行，，，，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8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費用費用費用費用$90(設有下午茶點設有下午茶點設有下午茶點設有下午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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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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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00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6:00 假信義中假信義中假信義中假信義中

學舉辦學舉辦學舉辦學舉辦「「「「領袖工作日領袖工作日領袖工作日領袖工作日」，」，」，」，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香港處境中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香港處境中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香港處境中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香港處境中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講講講講

員分別為陳志明神父員分別為陳志明神父員分別為陳志明神父員分別為陳志明神父、、、、張叢治牧師張叢治牧師張叢治牧師張叢治牧師、、、、何志滌牧師及陳慎慶博士何志滌牧師及陳慎慶博士何志滌牧師及陳慎慶博士何志滌牧師及陳慎慶博士，，，，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200

人人人人，，，，費用費用費用費用$50，，，，歡迎報名參加歡迎報名參加歡迎報名參加歡迎報名參加。。。。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曾於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曾於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曾於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曾於 2014 年年年年 10-12 月期間進行有關月期間進行有關月期間進行有關月期間進行有關「「「「教會性騷擾教會性騷擾教會性騷擾教會性騷擾及及及及

性別意識性別意識性別意識性別意識」」」」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調查報告已整理調查報告已整理調查報告已整理調查報告已整理，，，，現放在教會中現放在教會中現放在教會中現放在教會中，，，，肢體若想了肢體若想了肢體若想了肢體若想了

解更多解更多解更多解更多，，，，可向幹事取閱可向幹事取閱可向幹事取閱可向幹事取閱。。。。 

2. 基督教出版聯會將於基督教出版聯會將於基督教出版聯會將於基督教出版聯會將於 7 月月月月 15 –––– 21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基督基督基督基督

教坊教坊教坊教坊」，」，」，」，歡迎肢體前往參觀歡迎肢體前往參觀歡迎肢體前往參觀歡迎肢體前往參觀，，，，相約肢體共同出席相約肢體共同出席相約肢體共同出席相約肢體共同出席。。。。 

3.  第第第第 87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將於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將於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將於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將於 8 月月月月 1 –––– 10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更新與轉更新與轉更新與轉更新與轉

化化化化」，」，」，」，有研經會有研經會有研經會有研經會、、、、講道會及奮興會講道會及奮興會講道會及奮興會講道會及奮興會，，，，地點為九龍城浸信會地點為九龍城浸信會地點為九龍城浸信會地點為九龍城浸信會，，，，並設有多個並設有多個並設有多個並設有多個

轉播站轉播站轉播站轉播站，，，，肢體可相約共同出席肢體可相約共同出席肢體可相約共同出席肢體可相約共同出席。。。。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李敏儀姊妹之父親李橋穩伯伯李敏儀姊妹之父親李橋穩伯伯李敏儀姊妹之父親李橋穩伯伯李敏儀姊妹之父親李橋穩伯伯於於於於 7 月月月月 10 日逝世日逝世日逝世日逝世，，，，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求主安慰其家人。。。。 

2. 魏書如弟兄曾於魏書如弟兄曾於魏書如弟兄曾於魏書如弟兄曾於 4 月中在家跌裂肋骨月中在家跌裂肋骨月中在家跌裂肋骨月中在家跌裂肋骨，，，，經休養過後經休養過後經休養過後經休養過後，，，，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6 月中開始如月中開始如月中開始如月中開始如
常參加教常參加教常參加教常參加教會聚會會聚會會聚會會聚會，，，，感謝主的醫治感謝主的醫治感謝主的醫治感謝主的醫治。。。。 

3. 李金玉婆婆除氣喘不適外李金玉婆婆除氣喘不適外李金玉婆婆除氣喘不適外李金玉婆婆除氣喘不適外，，，，近期被證實患上甲狀腺癌近期被證實患上甲狀腺癌近期被證實患上甲狀腺癌近期被證實患上甲狀腺癌，，，，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 

4. 陳二女婆婆已入住明愛利孝和護老院居住陳二女婆婆已入住明愛利孝和護老院居住陳二女婆婆已入住明愛利孝和護老院居住陳二女婆婆已入住明愛利孝和護老院居住，，，，她非常適應院舍生活她非常適應院舍生活她非常適應院舍生活她非常適應院舍生活，，，，並感並感並感並感
到很愉快到很愉快到很愉快到很愉快，，，，感感感感謝主謝主謝主謝主。。。。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台北粉塵爆炸造成二百多人死傷台北粉塵爆炸造成二百多人死傷台北粉塵爆炸造成二百多人死傷台北粉塵爆炸造成二百多人死傷禱禱禱禱告告告告。。。。 

2. 為為為為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否決否決否決否決政政政政改改改改方案後之方案後之方案後之方案後之管治管治管治管治、、、、民生民生民生民生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3.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騁請同工及為身體軟弱肢體騁請同工及為身體軟弱肢體騁請同工及為身體軟弱肢體騁請同工及為身體軟弱肢體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4. 為暑為暑為暑為暑期期期期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及及及及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營會營會營會營會籌備籌備籌備籌備，，，，並讓參加者得着福音和造就的機會並讓參加者得着福音和造就的機會並讓參加者得着福音和造就的機會並讓參加者得着福音和造就的機會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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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 

1. 求主使用兆麟宣教士在泰國的服事，特別加力在道的宣講上。 

2. 為兆麟宣教士與新的同工團隊同心事奉。 

 

泰國東北泰國東北泰國東北泰國東北 

1. 為福音營的籌備、未信者的心、教會經濟等禱告。 

2. 為雪玲姊妹負責的週六英文班、週日的宣講、兒童主日學的服事禱告。 

 

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 

1. 感謝主，學生開始學習禱告，求主堅立他們的信心。 

2. 為 8 月短宣隊的籌備工作及各人的身心靈禱告。 

3. 感恩佩玲姊妹與 Rachel 姊妹能互相配搭服事。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為教會在曾國輝宣教士家庭離開後仍能暢順地運作禱告。 

2. 為同工能順利地接軌教會服事禱告。 

 

本會宣教部本會宣教部本會宣教部本會宣教部 

1. 「第五屆差傳聯合節慶暨柬埔寨籌建學校百萬元大會」將於 9 月 13 日(日)

下午 3 – 5 舉行，內容豐富：敬拜、小戰士獻唱、話劇、宣教士見證、奉

獻禮和短宣隊獻唱，歡迎肢體一起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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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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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七七
月月月月 

13-15     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    小一至小六小一至小六小一至小六小一至小六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16-18     彼得團契生活營彼得團契生活營彼得團契生活營彼得團契生活營    升中一至中三升中一至中三升中一至中三升中一至中三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19(日日日日)     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    相關部員相關部員相關部員相關部員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26(日日日日)     關懷佈道重聚日關懷佈道重聚日關懷佈道重聚日關懷佈道重聚日    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 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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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八八
月月月月 

1 - 10     第第第第 87878787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 港九培靈研經會港九培靈研經會港九培靈研經會港九培靈研經會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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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6     青年營青年營青年營青年營    17171717----25252525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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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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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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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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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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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85 77 123 88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8 29 27 25 27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39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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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0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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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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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5 4 5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4 13 --- 16 14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 --- --- 9 9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4 1 3 1 2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6 --- 4 --- 5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4 --- --- 4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27 25 19 20 23 

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家長樂聚 --- --- 10 --- 10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6 9 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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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7 3/7 4/7 

5/7 6/7 
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周新喜 

7/7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8/7 9/7 10/7 
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劉健鋒 

11/7 
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曾清珠 

12/7 13/7 14/7 15/7 
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 

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 

曾煥傳曾煥傳曾煥傳曾煥傳 

16/7 17/7 18/7 

19/7 

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 

20/7 21/7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22/7 

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朱煥意 

23/7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詹振強詹振強詹振強詹振強 

24/7 
廖鳳弟廖鳳弟廖鳳弟廖鳳弟 

25/7 

26/7 
*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姚善聆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27/7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28/7 
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 

29/7 30/7 31/7 1/8 
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 

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 

2/8 
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 

3/8 4/8 5/8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朱花平朱花平朱花平朱花平 

6/8 7/8 8/8 

9/8 
楊楊楊楊芷芷芷芷茵茵茵茵 

10/8 
林國姿林國姿林國姿林國姿 

11/8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12/8 13/8 14/8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15/8 
*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 

16/8 
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 

17/8 18/8 
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 

19/8 
吳君誠吳君誠吳君誠吳君誠 

20/8 
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 

21/8 22/8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 

23/8 
*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 

24/8 25/8 
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袁杏芬 

26/8 
畢畢畢畢  森森森森 

27/8 28/8 29/8 

30/8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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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七七七七月月月月至至至至八八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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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25/7 1/8 8/8 15/8 22/8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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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神神神‧‧‧‧經經經經‧‧‧‧ 

遊戲暨遊戲暨遊戲暨遊戲暨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英雄展館英雄展館英雄展館英雄展館 
水水水水著著著著無限無限無限無限 

Fun 

I care 
宣教士宣教士宣教士宣教士 

Hip Hop 
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初體驗 

奇得有理奇得有理奇得有理奇得有理 
走進走進走進走進 

成長區成長區成長區成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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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 

生活營生活營生活營生活營 
掛住你掛住你掛住你掛住你 

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 

Cat Walk 
Show 

有求必應有求必應有求必應有求必應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球棋賽球棋賽球棋賽球棋賽 
睡眠的睡眠的睡眠的睡眠的 

藝術藝術藝術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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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毛球日羽毛球日羽毛球日羽毛球日 烹飪週烹飪週烹飪週烹飪週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Board- 

game day 

織織織織織織織織復復復復 

織織織織織織織織 
關愛行動關愛行動關愛行動關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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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靈靈靈  修修修修 

Selfie 
Day 

培靈會培靈會培靈會培靈會 小小小小  組組組組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團契團契團契團契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 
社區探訪社區探訪社區探訪社區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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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懷佈道關懷佈道關懷佈道關懷佈道 

重聚日重聚日重聚日重聚日 

(26/7 日日日日) 
---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4/8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3/8)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7 22/7 29/7 5/8 12/8 19/8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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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小唱小唱小唱小唱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 

金句金句金句金句 

頌唱頌唱頌唱頌唱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9/7 26/7 2/8 9/8 16/8 23/8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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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暑暑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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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暑暑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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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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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工作福音工作福音工作福音工作

的跟進與的跟進與的跟進與的跟進與

栽培栽培栽培栽培 

--- 
職場生活職場生活職場生活職場生活

的見證的見證的見證的見證 
--- 

肢體奉獻肢體奉獻肢體奉獻肢體奉獻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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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月月月月至至至至八八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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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26/7 2/8 9/8 16/8 23/8 30/8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降臨後降臨後降臨後降臨後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十一十一十一十一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十三十三十三十三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聖靈降臨後    

第第第第十四十四十四十四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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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永安牧師陳永安牧師陳永安牧師陳永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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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麗卿牧師    張鎮英牧師張鎮英牧師張鎮英牧師張鎮英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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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廣生牧師李廣生牧師李廣生牧師李廣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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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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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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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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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周周周周貝如貝如貝如貝如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耶耶耶耶 23 : 1 – 6 

弗弗弗弗 2 : 11 – 22 

可可可可 6 : 30 -34, 

53 – 56 

王下王下王下王下 4:42-44 

弗弗弗弗 3 : 14 – 21 

約約約約 6 : 1 - 21 

出出出出 16 : 2- 4, 

9 – 15 

弗弗弗弗 4 : 1 – 16 

約約約約 6 : 24 – 35 

王上王上王上王上 19: 4-8 

弗弗弗弗 4:25 - 5:2 

約約約約 6 : 35, 

41 - 51 

箴箴箴箴 9 : 1 – 6 

弗弗弗弗 5 : 15 – 20 

約約約約 6: 51 - 58 

書書書書 24:1-2 上上上上, 

14 – 18 

弗弗弗弗 6 : 10 – 20 

約約約約 6 : 56 – 69 

申申申申 4:1-2, 6-9 

雅雅雅雅 1 : 17 – 27 

可可可可 7: 1 – 8, 

14-15, 21-23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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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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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孫月清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66, 324,66, 324,66, 324,66, 324,    

319, 334319, 334319, 334319, 33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3, 323,3, 323,3, 323,3, 32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8,118,118,11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9,69,69,69,    

260, 226260, 226260, 226260, 226    

65, 243,65, 243,65, 243,65, 24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52,52,52,52,    

437437437437    

216, 245,216, 245,216, 245,216, 245,    

250,250,250,250,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9,69,69,69,    

266, 227266, 227266, 227266, 227    

203, 242,203, 242,203, 242,203, 242,    

340,340,340,340,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41414141    

10, 244,10, 244,10, 244,10, 24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8,69)(88,69)(88,69)(88,69)    

263,263,263,26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0909090    

207, 434,207, 434,207, 434,207, 43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52,52,52,52,    

48048048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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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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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趙趙趙趙                仕仕仕仕                傑傑傑傑    楊楊楊楊                            寶寶寶寶                            蓮蓮蓮蓮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李李李李                            銘銘銘銘                            生生生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