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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件小事兩件小事兩件小事兩件小事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神學神學神學神學生生生生) 

 
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與每一位沐恩堂的弟

兄姊妹！ 

我是阿琴啊，大家還記得我嗎？就是那個在神學院讀書的青年人呢！這篇

文章刊登時應該是刊登在十二月的月刊裡吧，也應該是在將臨期的第三個主

日派發吧，大家在這個將臨期過得怎樣？有沒有帶著期待的心情迎接聖誕和

主耶穌的再臨呢？對不起，因為覺得很久沒跟你們打招呼，所以這篇分享文

章，變得有點像家書了。事實上，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也不過是在修讀

神學期間所經歷到的兩件小事而已，盼望你們也有興趣閱讀這點滴的分享~ 

 

第一件事是關於花的。今個學期，我這個不懂插花之人加入了插花小組。

有一次，有位同學要為院慶插一盆花，因此我們這些新組員，可以幫手及學

習了。負責插花的同學是一位由國內來讀書的牧師，他原來曾學過插花兩年。

在處理花材的時候，他不經意地告訴我們，他認為每一朵花都有它自己的美

麗，而插花，就是要把每朵花的美麗都展現出來，就算是細小的花或顏色淡

素的也一樣。就好像人一樣，一個人的生命看似多麼不起眼，但在上帝的創

造中，也是獨特和美麗的，該展現出他被創造的那種美麗。 

 

這「插花神學」給我帶來些衝擊。事實上，我總是認為，有些花，永遠也

會是主花，但有些花，卻永遠也只是次花，或襯花。而次花和襯花，只是為

了讓主花更好看而存在，就如桔梗花，總伴在百合或玫瑰旁邊。然而這位同

學所說的，正正是每朵花（不論它是主花或是襯花）也有其獨特的價值，在

比較之下，它未必是最好看、最奪目的一朵，可是它還是可以展現出自身的

美麗，在花泥上，有一個位置是為它預留的。當我再看看那位同學選的配葉

（都是從神學院的植物中採的），有些葉子並不是完好的。同學說這些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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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因為就算是不完整的葉，也有它的美。我想著，或許人也是這樣，在人

類社會當中，不見得每個人都是健全，甚或我們在智力及精神上，都有某程

度上的缺損，但我們仍是美的。或許我們無法理解，從同一片土地和同一株

植物生出的葉子，為何有些完整，有些形狀變得古怪，正如我們無法理解我

們因何相異一樣。然而要緊的，是不要因為非我族類而彼此排拒，因為我們

都是人。 

 

另一件小事是在實習時經驗到的。有一位兒童導師，請其中一位小朋友分

享他是如何預備奉獻的。小朋友說她會把每天的一些零食留下來不吃，那時

我心想，難道她是想奉獻零食嗎？但我平時見她是奉獻金錢的。原來，她媽

媽跟她說，可以把一星期當中，她忍著不吃的零食跟媽媽交換金錢來奉獻，

所以當她記得要奉獻時，她就留下一些零食不吃。聽到這裡，我的內心很感

動，一方面是為著這孩子願意認真對待奉獻而感恩；另一方面，更是欣賞這

孩子的媽媽想到這個方法。在我的印象中，大部份家長也只會在崇拜或主日

學前把金錢塞給孩子，好讓他們在奉獻時「有點事做」，但真正認真教導孩子

奉獻的意義，和思想如何讓孩子能在奉獻中盡上他自己的一分力的家長，確

是不多。孩子要做奉獻的舉動不難，但要學習那個窮寡婦（可 12:41-44）的

奉獻精神，存感恩、甘心樂意和認真的心奉獻，真是難得。 

 

跟大家分享兩件小事的原因有二，一是想讓大家了解一下我的生活近況；

另一方面是因為重溫了關懷佈道課程，想起了過程的重要性。生命中我們經

歷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們在當中掙扎，思前想後，夾雜著很多的抉擇和

由選擇而帶來的感受。在過程中，我們學習辨認上主的慈聲，因祂無論何時

何地，都與我們同在。當一串又一串的大小事情過去後，我們是否與上主的

生命和祂那永恆的愛扣得更緊？還是，我們也迷失在失望和威嚇的現世中？

深願在將臨期間，我們可以安排一段時間，定睛於這位曾為我們成就大事，

卻又陪伴我們經過無限次小事的上主身上，思想祂對我們的愛，從祂那裡支

取新的力量，迎向新的一天。 

 

沒有一朵花微小得不能彰顯上主的榮耀，只要它欣欣地向主綻放，哪怕別

人總喜歡拿它與別的花兒比較，但它也能因著自己的存在而感到喜悅；沒有

一個小孩子無知得沒法明白奉獻的意義，只要他的心態對準上主，別人或許

覺得他們還小，但他們卻以最純真的心學習著愛上帝。而生命中的小事，往

往比想像中更有價值，只因上主總參與在其中。 

 

想念你們各人…在禱告中彼此記念！願我們都在上主的恩領下繼續成

長，直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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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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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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人人人人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5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9 人人人人，，，，長長長長

崇崇崇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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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人人人人(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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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人人人人 )。。。。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與老人中心將於與老人中心將於與老人中心將於與老人中心將於 12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30 – 4:00 合辦合辦合辦合辦「「「「聖誕暖耆英聖誕暖耆英聖誕暖耆英聖誕暖耆英

──── 福音互傳見福音互傳見福音互傳見福音互傳見」」」」聚會聚會聚會聚會，，，，將招待將招待將招待將招待 200 位長者位長者位長者位長者，，，，並由本並由本並由本並由本堂新堂主任張自重堂新堂主任張自重堂新堂主任張自重堂新堂主任張自重

牧師宣講信息牧師宣講信息牧師宣講信息牧師宣講信息，，，，需招募需招募需招募需招募 20 位肢體作分組交流服事位肢體作分組交流服事位肢體作分組交流服事位肢體作分組交流服事，，，，請肢體參與及報名請肢體參與及報名請肢體參與及報名請肢體參與及報名。。。。 

3. 12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聖誕崇拜後將舉辦聖誕聯歡暨懇親午聖誕崇拜後將舉辦聖誕聯歡暨懇親午聖誕崇拜後將舉辦聖誕聯歡暨懇親午聖誕崇拜後將舉辦聖誕聯歡暨懇親午宴宴宴宴，，，，請肢體預留時請肢體預留時請肢體預留時請肢體預留時

間出席間出席間出席間出席，，，，並邀約親友參加並邀約親友參加並邀約親友參加並邀約親友參加，，，，內容有見證分享內容有見證分享內容有見證分享內容有見證分享、、、、遊戲遊戲遊戲遊戲、、、、抽奬抽奬抽奬抽奬、、、、唱詩等唱詩等唱詩等唱詩等。。。。 

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 12 月月月月 27 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日崇拜後舉行，，，，請肢體預留時請肢體預留時請肢體預留時請肢體預留時

間出席間出席間出席間出席，，，，共襄聖工共襄聖工共襄聖工共襄聖工。。。。 

5. 明年為本堂明年為本堂明年為本堂明年為本堂 30 周年堂慶周年堂慶周年堂慶周年堂慶，，，，整個慶典需籌募整個慶典需籌募整個慶典需籌募整個慶典需籌募$45,000 作支出作支出作支出作支出，，，，包括午宴包括午宴包括午宴包括午宴、、、、

T – shirt 印製印製印製印製、、、、招待嘉賓等招待嘉賓等招待嘉賓等招待嘉賓等，，，，午宴費用以自由奉獻或認獻席數方式午宴費用以自由奉獻或認獻席數方式午宴費用以自由奉獻或認獻席數方式午宴費用以自由奉獻或認獻席數方式，，，，每每每每

席為席為席為席為$2,000，，，，歡迎肢體預留時間出席歡迎肢體預留時間出席歡迎肢體預留時間出席歡迎肢體預留時間出席，，，，並參與午宴並參與午宴並參與午宴並參與午宴，，，，日期為日期為日期為日期為 2016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 2016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4、、、、3 月月月月 2、、、、9 及及及及 16 日日日日(逢週三逢週三逢週三逢週三)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 9:30 假信義樓舉辦假信義樓舉辦假信義樓舉辦假信義樓舉辦「「「「崇拜讀經訓崇拜讀經訓崇拜讀經訓崇拜讀經訓練練練練」，」，」，」，費用費用費用費用$200，，，，歡迎讀經員歡迎讀經員歡迎讀經員歡迎讀經員、、、、

主禮及有興趣者參加主禮及有興趣者參加主禮及有興趣者參加主禮及有興趣者參加，，，，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2016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本堂肢體何達恆弟兄與陳敏嫺姊本堂肢體何達恆弟兄與陳敏嫺姊本堂肢體何達恆弟兄與陳敏嫺姊本堂肢體何達恆弟兄與陳敏嫺姊妹將於妹將於妹將於妹將於 12 月月月月 26 日共諧連理日共諧連理日共諧連理日共諧連理，，，，婚禮將於婚禮將於婚禮將於婚禮將於
信義會深信堂信義會深信堂信義會深信堂信義會深信堂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本堂謹祝他們恩愛永偕本堂謹祝他們恩愛永偕本堂謹祝他們恩愛永偕本堂謹祝他們恩愛永偕，，，，白髮齊眉白髮齊眉白髮齊眉白髮齊眉。。。。 

2.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單志榮弟兄將於單志榮弟兄將於單志榮弟兄將於單志榮弟兄將於 12 月月月月 28 日與文嘉麗小姐假沙田大會堂註冊結日與文嘉麗小姐假沙田大會堂註冊結日與文嘉麗小姐假沙田大會堂註冊結日與文嘉麗小姐假沙田大會堂註冊結
婚婚婚婚，，，，並將於並將於並將於並將於 2016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0 日於峇里島舉行婚禮日於峇里島舉行婚禮日於峇里島舉行婚禮日於峇里島舉行婚禮，，，，本堂謹祝他們白頭到本堂謹祝他們白頭到本堂謹祝他們白頭到本堂謹祝他們白頭到
老老老老，，，，永結同心永結同心永結同心永結同心。。。。 

3. 本堂未來堂主任張自重牧師父親因肺癌本堂未來堂主任張自重牧師父親因肺癌本堂未來堂主任張自重牧師父親因肺癌本堂未來堂主任張自重牧師父親因肺癌，，，，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切除切除切除切除右肺葉右肺葉右肺葉右肺葉手術手術手術手術，，，，現正現正現正現正
等待化療及電療之跟進等待化療及電療之跟進等待化療及電療之跟進等待化療及電療之跟進，，，，請肢體代禱記念請肢體代禱記念請肢體代禱記念請肢體代禱記念。。。。 

4. 吳牧師之胞妹吳美卿姊妹早前於加拿大因腦溢血吳牧師之胞妹吳美卿姊妹早前於加拿大因腦溢血吳牧師之胞妹吳美卿姊妹早前於加拿大因腦溢血吳牧師之胞妹吳美卿姊妹早前於加拿大因腦溢血，，，，生命危在生命危在生命危在生命危在旦夕旦夕旦夕旦夕。。。。感謝感謝感謝感謝
主及肢體的代禱主及肢體的代禱主及肢體的代禱主及肢體的代禱，，，，現已脫離危險現已脫離危險現已脫離危險現已脫離危險，，，，手術也非常成功手術也非常成功手術也非常成功手術也非常成功，，，，現現現現已回家休養已回家休養已回家休養已回家休養，，，，身身身身
體亦未因此而癱瘓及影響語言能力體亦未因此而癱瘓及影響語言能力體亦未因此而癱瘓及影響語言能力體亦未因此而癱瘓及影響語言能力。。。。 

5. 林杏仙婆婆因年紀老邁林杏仙婆婆因年紀老邁林杏仙婆婆因年紀老邁林杏仙婆婆因年紀老邁，，，，行動非常不便行動非常不便行動非常不便行動非常不便，，，，現大部份時間都逗留在家現大部份時間都逗留在家現大部份時間都逗留在家現大部份時間都逗留在家，，，，由由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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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及媳婦照顧兒子及媳婦照顧兒子及媳婦照顧兒子及媳婦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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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月月月 27 日教友大會及日教友大會及日教友大會及日教友大會及 2016 年教會聖工禱告年教會聖工禱告年教會聖工禱告年教會聖工禱告。。。。 

2. 為為為為世界各國面臨世界各國面臨世界各國面臨世界各國面臨恐恐恐恐怖襲怖襲怖襲怖襲擊威脅禱擊威脅禱擊威脅禱擊威脅禱告告告告，，，，並為曾因並為曾因並為曾因並為曾因恐怖襲擊而造成身心靈傷恐怖襲擊而造成身心靈傷恐怖襲擊而造成身心靈傷恐怖襲擊而造成身心靈傷
害的國民禱告害的國民禱告害的國民禱告害的國民禱告。。。。 

3. 為為為為本堂身體軟弱肢體及家人代禱本堂身體軟弱肢體及家人代禱本堂身體軟弱肢體及家人代禱本堂身體軟弱肢體及家人代禱。。。。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以利亞團契以利亞團契以利亞團契以利亞團契 

團契- 存著有共同參與，彼此學習，互相造就，關懷與聯誼，以達致一齊成
長的意義。 

團契部是非常重視肢體的團契生活需要，且因關注到有部分弟兄姊妹未能有
合適的團契生活，在信仰上有所欠缺，於是決定於 2016 年開始將現在的雅各
團契改組，成為一個可容納性較大的團契 - 以利亞團契。對象是現時教會中
未有所屬團契的會友，均接納成為以利亞團契的團友，以實踐信徒相交的吩
咐(使徒行傳 2:42)。 

新的團契聚會模式跟以往有相同也有些分別：每月聚會一次，在每月的第二

個星期五，是靈裡學習，主要是查經分享 (即現時姊妹組聚會時間)，每次有

肢體負責經文分享，2016 年我們會查考何西亞書。 

 在年內會按特別日子，如春節、端午、暑假、中秋、重陽等等公眾假期，安

排肢體交誼的聚會。2016 年的特別活動已安排了。  

 這次的改變是盼望未有團契生活的肢體能漸漸地適應團契的生活，無論在靈

命或個人成長上有得著。無論你是未婚、已婚、有沒有子女，都歡迎你參加

以利亞團契。 

 新的團契也有一個簡單的職員會：團長 - 劉幼年姊妹、聯絡 - 黃鳳霞姊妹、

財政 - 鄭翠瓊姊妹 

第一次聚會將於第一次聚會將於第一次聚會將於第一次聚會將於 2016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8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7:30pm – 9:00pm 沐恩堂副堂沐恩堂副堂沐恩堂副堂沐恩堂副堂，，，，期望到期望到期望到期望到
時見到你時見到你時見到你時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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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 

1. 為信義會樂施堂 30 周年慶典順利進行及教會增長感恩。 

2. 為於聖誕期間有一位姊妹的母親洗禮禱告。 

3. 為一位太太因丈夫患有癌症，需長期卧床而向教會求助禱告。 

 

泰國東北泰國東北泰國東北泰國東北 

1. 為泰國信義會東北區 NONG CHUAK LUTHERAN CONGREGATION，成

立為堂會後，能另覓新址興建新堂，並於 10 月 29 日舉行獻堂禮感恩。 

2. 為滿恩堂於雨季過後需進行維修工程禱告。 

3. 為各堂會籌備聖誕聚會及有聖洗禮禱告。 

4. 為歐陽雪玲姑娘家人的健康及心靈禱告，盼能早日信主。 

 

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 

1. 為渴慕耶穌的同學在態度行為上有改變禱告。 

2. 為佩玲姊妹於今年底滿約後返港，求主預備人選接任。 

3. 為柬埔寨政局的執政黨與反對黨衝突加劇禱告。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為萬姊妹將要到 SUVA 承接曾國輝宣教士伉儷的事奉代禱。 

2. 為陳先生手術成功感恩，為他一家早日得到救恩禱告。 

 

東島東島東島東島 ──── 創啟地區的一個國家群體創啟地區的一個國家群體創啟地區的一個國家群體創啟地區的一個國家群體 

1. 為 MICHELLE 於 11 月 16 日畢業回來，與女兒及母親相聚，但丈夫卻要待

明年才回來禱告。 

2. 為喜樂堂慶祝聖誕的籌備工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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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2016 年年年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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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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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日日日)     聖誕暖耆英聖誕暖耆英聖誕暖耆英聖誕暖耆英    老人中心長者老人中心長者老人中心長者老人中心長者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25(五五五五)     聖誕崇拜聖誕崇拜聖誕崇拜聖誕崇拜    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25(五五五五)     聖誕聯歡會暨懇親午宴聖誕聯歡會暨懇親午宴聖誕聯歡會暨懇親午宴聖誕聯歡會暨懇親午宴    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 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 

27(日日日日)     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    所有教友所有教友所有教友所有教友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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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日日日)     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    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相關肢體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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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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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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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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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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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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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74 69 81 74 74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0 27 18 29 --- 2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38 --- 2 --- --- 20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11 8 6 7 7 8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級主日學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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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4 5 8 5 

家長學堂家長學堂家長學堂家長學堂 7 6 2 3 2 4 

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 30 --- 15 30 --- 25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9 --- 8 7 --- 8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5 --- 5 10 --- 7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5 --- 7 6 --- 6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3 --- 2 8 --- 4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8 2 10 --- 7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31 29 25 30 --- 29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0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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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1/12 2/12 
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 

3/12 
*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4/12 
伍雪英伍雪英伍雪英伍雪英 

5/12 

6/12 7/12 
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8/12 9/12 10/12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11/12 12/12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13/12 
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 

14/12 15/12 16/12 
梁智傑梁智傑梁智傑梁智傑 

17/12 18/12 

王玉珍王玉珍王玉珍王玉珍 

19/12 

20/12 21/12 22/12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23/12 24/12 25/12 26/12 

27/12 28/12 29/12 30/12 31/12 1/1 2/1 

3/1 4/1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5/1 6/1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7/1 8/1 
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9/1 

10/1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 

11/1 12/1 
*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13/1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14/1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15/1 16/1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17/1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18/1 
*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黎彥彤 

*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 

19/1 20/1 
伍志豪伍志豪伍志豪伍志豪 

21/1 22/1 23/1 

24/1 25/1 26/1 27/1 28/1 29/1 30/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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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至至至至一六年一一六年一一六年一一六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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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 26/12 2/1 9/1 16/1 23/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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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 

聖誕翌日聖誕翌日聖誕翌日聖誕翌日

假期假期假期假期 
新的開始新的開始新的開始新的開始 創意無限創意無限創意無限創意無限 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 

教會小小教會小小教會小小教會小小

心意心意心意心意 
暖暖無限暖暖無限暖暖無限暖暖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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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出未來劃出未來劃出未來劃出未來 參觀緍禮參觀緍禮參觀緍禮參觀緍禮 
最緊要最緊要最緊要最緊要 

正字正字正字正字 

Scrable 
大比併大比併大比併大比併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單車樂單車樂單車樂單車樂 
今日今日今日今日 

幾號幾號幾號幾號？？？？ 

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 
逢星期逢星期逢星期逢星期日日日日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4:00 

探探探探  訪訪訪訪 參觀緍禮參觀緍禮參觀緍禮參觀緍禮 

2016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3/1 日日日日)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10/1 日日日日) 

漂書日漂書日漂書日漂書日 

(17/1 日日日日) 

單車日單車日單車日單車日 

(24/1 日日日日) 

寫暉春寫暉春寫暉春寫暉春 

(31/1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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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Fire 參觀緍禮參觀緍禮參觀緍禮參觀緍禮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以利亞以利亞以利亞以利亞 
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 

一一一一次次次次 
--- 

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教友大會 

(27/12 日日日日) 
---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8/1 五五五五) 
--- --- --- 

 

 

 

聚聚聚聚會會會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6/12 23/12 30/12 6/1 13/1 20/1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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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問答問答問答問答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慶賀慶賀慶賀慶賀 

生辰生辰生辰生辰 
喜相見喜相見喜相見喜相見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新知新知新知新知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20/12 27/12 3/1 10/1 17/1 24/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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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聯歡聯歡聯歡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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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聯歡聯歡聯歡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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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逢星期逢星期逢星期日日日日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00-10:00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聯歡聯歡聯歡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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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與回顧與回顧與回顧與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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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至至至至二二二二○○○○一六年一六年一六年一六年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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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25/12 27/12 3/1 10/1 17/1 24/1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紫紫紫紫))))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白白白白))))    

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白白白白))))    

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白白白白))))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白白白白))))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綠綠綠綠))))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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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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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講講講講

員員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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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承方牧方承方牧方承方牧方承方牧師師師師    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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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彌彌彌彌 5 : 2 – 5 上上上上 

來來來來 10 : 5 – 10 

路路路路 1 : 39 – 55 

賽賽賽賽 52 : 7 – 10 

來來來來 1 : 1 – 12 

約約約約 1 : 1 - 14 

詩詩詩詩 148: 1- 14 

西西西西 3 : 12 – 17 

路路路路 2 : 41 - 52 

耶耶耶耶 31:7 – 14 

弗弗弗弗 1 : 3 – 14 

約約約約 1 : 10 – 18 

賽賽賽賽 43 : 1 – 7 

徒徒徒徒 8 : 14 – 17 

路路路路 3 : 15 - 17, 

21 – 22 

賽賽賽賽 62 : 1 – 5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2:1- 11 

約約約約 2 : 1 – 11 

尼尼尼尼 8 : 1 – 3, 

5 – 6, 8 – 1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2 : 12 - 

31 上上上上 

路路路路 4 : 14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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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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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趙沛趙沛趙沛趙沛陽陽陽陽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輔助輔助輔助輔助    ------------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趙沛趙沛趙沛趙沛晴晴晴晴    ------------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    趙沛趙沛趙沛趙沛陽陽陽陽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趟沛晴趟沛晴趟沛晴趟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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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    ------------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87, 89,87, 89,87, 89,87, 8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4,14,14,14,    

361361361361    

90, 103,90, 103,90, 103,90, 103,    

115, 115, 11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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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2212212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4,4,4,4,    

402, 398,402, 398,402, 398,402, 39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9,69,69,69,    

263,263,263,263,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16116116116    

214, 244,214, 244,214, 244,214, 244,    

328, 222328, 222328, 222328, 222    

111128, 340,28, 340,28, 340,28, 340,    

362,362,362,362,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9,69,69,69,    

259, 221259, 221259, 221259, 221    

50, 127,50, 127,50, 127,50, 127,    

63, 48863, 48863, 48863, 488    

46, 291,46, 291,46, 291,46, 291,    

247,247,247,247,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9,69,69,69,    

263, 490263, 490263, 490263, 490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李李李                            慈慈慈慈                            英英英英    梁梁梁梁                            笑笑笑笑                            琼琼琼琼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    ------------    ------------    ------------    ------------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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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李李李李                            志志志志                            雄雄雄雄    何何何何                                俊俊俊俊                            威威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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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李李李                                銘銘銘銘                            生生生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