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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同工同工同工同工) 

 
感謝上帝，給予我機會能在沐恩堂擔任了十三年的堂主任職務！感激歷屆

同工、執事及肢體多年來支持、包容與接納我這個不稱職的教牧，更感謝大

家不離不棄的代禱與守望，沒有上帝的恩典和你們的同行，我一定撐不過去！ 

 

 十三年是長是短，因人而異，但我卻非常投入及享受能與大家一起事奉主

的時光；轉瞬間十三年已過，也是時候要向「堂主任」這崗位說「再見喇！」。 

 

 請辭堂主任是我早在五年前的心願，原因有三：(一)明白非勢力，非能力，

乃是倚靠上帝的靈方能成事；而實際情況是：不是上帝無能，是我無力，因

已有枯乾 / 耗盡及不知應如何帶領教會再走下去的情況出現。(二)自己的健

康問題一年不如一年，深深體會「吾已老矣！」，總有力不從心的時候出現，

而且越來越頻密。(三)數年後即將退休，是找接班人的時候，否則銜接將出現

問題，這對教會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做法，也不是我做人處世的原則。 

 

 自 2015 年 8 月 15 日請辭堂主任的職務後，不少肢體誤以為我會離開，部

分更表現得難過及憂心戚戚，我為到帶給他們的傷害感到歉疚；現在再重申

一次：我不是請辭離開沐恩堂我不是請辭離開沐恩堂我不是請辭離開沐恩堂我不是請辭離開沐恩堂，，，，我只是退下不做堂主任而已我只是退下不做堂主任而已我只是退下不做堂主任而已我只是退下不做堂主任而已！！！！ 希望在此的剖

白，不再帶給大家有誤解！ 

 

 在執拾東西準備遷離堂主任的房間時，心情既平靜又期待；但到一切準備

就緒時，卻突然有種「不捨」的感覺，真奇怪！是正常的嗎？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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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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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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人人人人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9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4 人人人人，，，，

長崇長崇長崇長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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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人人人人(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55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7 人人人人，，，，外會會友外會會友外會會友外會會友

24 人人人人 )。。。。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 12 月月月月 27 日日日日崇拜後順利舉行崇拜後順利舉行崇拜後順利舉行崇拜後順利舉行，，，，會中審閱會中審閱會中審閱會中審閱

了了了了 2015 年全年聖工及財政報告年全年聖工及財政報告年全年聖工及財政報告年全年聖工及財政報告，，，，並通過並通過並通過並通過 2016 年財政預算案年財政預算案年財政預算案年財政預算案。。。。 

3. 聖誕崇拜聖誕崇拜聖誕崇拜聖誕崇拜中本堂增添了八位新葡中本堂增添了八位新葡中本堂增添了八位新葡中本堂增添了八位新葡，，，，分別為余寶華姊妹分別為余寶華姊妹分別為余寶華姊妹分別為余寶華姊妹、、、、連家輝弟兄連家輝弟兄連家輝弟兄連家輝弟兄、、、、朱朱朱朱

曉揚弟兄曉揚弟兄曉揚弟兄曉揚弟兄、、、、黃振昇弟兄黃振昇弟兄黃振昇弟兄黃振昇弟兄、、、、宋昌智弟兄宋昌智弟兄宋昌智弟兄宋昌智弟兄、、、、宋慧妍小妹妹宋慧妍小妹妹宋慧妍小妹妹宋慧妍小妹妹、、、、宋子揚小弟弟及宋子揚小弟弟及宋子揚小弟弟及宋子揚小弟弟及

黃信謙小弟弟黃信謙小弟弟黃信謙小弟弟黃信謙小弟弟，，，，求主堅立他們的信心求主堅立他們的信心求主堅立他們的信心求主堅立他們的信心，，，，與日後的教會生活與日後的教會生活與日後的教會生活與日後的教會生活。。。。 

4. 2016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0 日為本堂日為本堂日為本堂日為本堂 30 周年堂慶周年堂慶周年堂慶周年堂慶，，，，早上有感恩崇拜早上有感恩崇拜早上有感恩崇拜早上有感恩崇拜，，，，下午有感恩下午有感恩下午有感恩下午有感恩

午宴午宴午宴午宴；；；；午宴費用原價每位午宴費用原價每位午宴費用原價每位午宴費用原價每位$200，，，，但以自由奉獻或認獻席數方式收取但以自由奉獻或認獻席數方式收取但以自由奉獻或認獻席數方式收取但以自由奉獻或認獻席數方式收取，，，，每每每每

席為席為席為席為$2,000 (12 人一圍人一圍人一圍人一圍)，，，，歡迎肢體預留歡迎肢體預留歡迎肢體預留歡迎肢體預留時間出席時間出席時間出席時間出席，，，，並參與午宴並參與午宴並參與午宴並參與午宴，，，，現已開現已開現已開現已開

始報名始報名始報名始報名。。。。 

5.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新堂主任張自重牧師已新堂主任張自重牧師已新堂主任張自重牧師已新堂主任張自重牧師已於於於於 2016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5 日履新日履新日履新日履新，，，，請為交接工作及請為交接工作及請為交接工作及請為交接工作及

其適應代禱其適應代禱其適應代禱其適應代禱。。。。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賴步雲伯伯曾在家跌倒賴步雲伯伯曾在家跌倒賴步雲伯伯曾在家跌倒賴步雲伯伯曾在家跌倒，，，，頭部流血頭部流血頭部流血頭部流血，，，，並送往醫院治療並送往醫院治療並送往醫院治療並送往醫院治療，，，，現已無大礙現已無大礙現已無大礙現已無大礙，，，，在在在在
家休養家休養家休養家休養。。。。 

2. 吳蝶婆婆經常暉暈眩吳蝶婆婆經常暉暈眩吳蝶婆婆經常暉暈眩吳蝶婆婆經常暉暈眩，，，，因獨居無人照顧因獨居無人照顧因獨居無人照顧因獨居無人照顧，，，，本堂已為其申請入住本會於屯本堂已為其申請入住本會於屯本堂已為其申請入住本會於屯本堂已為其申請入住本會於屯
門的護老院門的護老院門的護老院門的護老院。。。。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世界天災人禍世界天災人禍世界天災人禍世界天災人禍、、、、恐恐恐恐怖襲怖襲怖襲怖襲擊擊擊擊禱告禱告禱告禱告，，，，求主止息一切紛亂求主止息一切紛亂求主止息一切紛亂求主止息一切紛亂。。。。 

2. 為為為為香港的政局紊亂香港的政局紊亂香港的政局紊亂香港的政局紊亂、、、、人心徬徨人心徬徨人心徬徨人心徬徨、、、、經濟疲弱經濟疲弱經濟疲弱經濟疲弱禱告禱告禱告禱告，，，，求主賜平安求主賜平安求主賜平安求主賜平安。。。。 

3. 為各國領袖禱告為各國領袖禱告為各國領袖禱告為各國領袖禱告，，，，使他們秉公行義使他們秉公行義使他們秉公行義使他們秉公行義，，，，造福人民造福人民造福人民造福人民。。。。 

4.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聖工發展及肢體聖工發展及肢體聖工發展及肢體聖工發展及肢體身身身身心靈健壯心靈健壯心靈健壯心靈健壯禱禱禱禱告告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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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 

1. 感恩聖誕中的佈道信息能吸引眾多學生及家長參加。 

2. 福音種子已播下，為跟進的工作禱告。 

 

泰國東北泰國東北泰國東北泰國東北 

1. 為各堂會新一年的教會事工計劃禱告。 

2. 為隊工能同心合意事奉代禱。 

3. 為歐陽雪玲姑娘身心靈，及其家人能早日信主禱告。 

 

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柬埔寨金邊 

1. 為學生們能持續並穩定參加教會聚會禱告。 

2. 為團隊能有能力跟進聖誕慶祝聚會的出席者。 

3. 為佩玲姊妹完成宣教合約後，將於一月中回港醫病及探望家人禱告。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為曾國輝宣教士伉儷於一、二月在港滙報事奉分享感恩。 

2. 為斐濟華人教會在沒有牧者的情況下，能繼續成長及事奉代禱。 

3. 求主恩領將到斐濟事奉的姊妹之準備過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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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仍在適應牧養生活的 MICHELLE 禱告，求主加能賜力。 

2. MICHELLE 丈夫的留學 Visa 被拒，現正申請上訴，求主帶領。 

3. 為一月與執事、教牧商議全年計劃禱告。 

差傳地帶差傳地帶差傳地帶差傳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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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年年年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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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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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常常務委員務委員務委員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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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02(二二二二)     教牧同工聖餐崇拜教牧同工聖餐崇拜教牧同工聖餐崇拜教牧同工聖餐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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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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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相聚一刻相聚一刻相聚一刻相聚一刻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家庭關顧部 

24(三三三三)     崇拜讀經訓練崇拜讀經訓練崇拜讀經訓練崇拜讀經訓練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信徒部育部信徒部育部信徒部育部信徒部育部 

28(日日日日)     曾國輝宣教士感恩會曾國輝宣教士感恩會曾國輝宣教士感恩會曾國輝宣教士感恩會    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本會肢體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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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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小鬼三隻小鬼三隻小鬼三隻小鬼 

一天一天一天一天，，，，魔鬼和眾小鬼討論毁滅世人的大計魔鬼和眾小鬼討論毁滅世人的大計魔鬼和眾小鬼討論毁滅世人的大計魔鬼和眾小鬼討論毁滅世人的大計。。。。 

其中一隻小鬼說其中一隻小鬼說其中一隻小鬼說其中一隻小鬼說：「：「：「：「我會告訴世人我會告訴世人我會告訴世人我會告訴世人，，，，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上帝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上帝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上帝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上帝！」！」！」！」 

魔鬼聽見牠的話魔鬼聽見牠的話魔鬼聽見牠的話魔鬼聽見牠的話，，，，搖搖頭說搖搖頭說搖搖頭說搖搖頭說：：：：「「「「你的意見很好你的意見很好你的意見很好你的意見很好。。。。不過不過不過不過，，，，已經有很多人不信上帝已經有很多人不信上帝已經有很多人不信上帝已經有很多人不信上帝，，，，

世人仍然沒有被毀滅啊世人仍然沒有被毀滅啊世人仍然沒有被毀滅啊世人仍然沒有被毀滅啊！」！」！」！」 

另一隻小鬼又說另一隻小鬼又說另一隻小鬼又說另一隻小鬼又說：「：「：「：「我會使世上的人愈來愈驕傲我會使世上的人愈來愈驕傲我會使世上的人愈來愈驕傲我會使世上的人愈來愈驕傲，，，，他們就會滅亡了他們就會滅亡了他們就會滅亡了他們就會滅亡了。」。」。」。」 

魔鬼還是搖搖頭說魔鬼還是搖搖頭說魔鬼還是搖搖頭說魔鬼還是搖搖頭說：「：「：「：「雖然驕傲是我的本性雖然驕傲是我的本性雖然驕傲是我的本性雖然驕傲是我的本性，，，，但驕傲也不會使世人滅亡啊但驕傲也不會使世人滅亡啊但驕傲也不會使世人滅亡啊但驕傲也不會使世人滅亡啊！」！」！」！」 

又有一隻小鬼說又有一隻小鬼說又有一隻小鬼說又有一隻小鬼說：「：「：「：「主人啊主人啊主人啊主人啊，，，，我還有一個辦法我還有一個辦法我還有一個辦法我還有一個辦法。。。。我會告訴世人我會告訴世人我會告訴世人我會告訴世人，，，，凡事不必太急凡事不必太急凡事不必太急凡事不必太急，，，，

反正時間多著呢反正時間多著呢反正時間多著呢反正時間多著呢！」！」！」！」 

魔鬼聽見魔鬼聽見魔鬼聽見魔鬼聽見，，，，便大聲叫好說便大聲叫好說便大聲叫好說便大聲叫好說：「：「：「：「此計甚妙此計甚妙此計甚妙此計甚妙！！！！這樣這樣這樣這樣，，，，世人以為還有很多時間可用世人以為還有很多時間可用世人以為還有很多時間可用世人以為還有很多時間可用，，，，

我們便有更多的機會去消滅他們我們便有更多的機會去消滅他們我們便有更多的機會去消滅他們我們便有更多的機會去消滅他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時間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時間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時間在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價值都有不同的價值都有不同的價值都有不同的價值。。。。 

有人覺得人生苦悶有人覺得人生苦悶有人覺得人生苦悶有人覺得人生苦悶，，，，時間太多時間太多時間太多時間太多，，，，難以打發難以打發難以打發難以打發。。。。但也有些認為一天二十四小時但也有些認為一天二十四小時但也有些認為一天二十四小時但也有些認為一天二十四小時，，，，

根本並不夠用根本並不夠用根本並不夠用根本並不夠用。。。。最好有四十八小時最好有四十八小時最好有四十八小時最好有四十八小時、、、、九十六小時九十六小時九十六小時九十六小時，，，，把手上的工作一一做完把手上的工作一一做完把手上的工作一一做完把手上的工作一一做完。。。。 

我們怎樣我們怎樣我們怎樣我們怎樣看看看看待時間呢待時間呢待時間呢待時間呢？？？？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天二十四小時，，，，是是是是上帝上帝上帝上帝按自然規律安排的按自然規律安排的按自然規律安排的按自然規律安排的，，，，也是也是也是也是

人人人人體生理循環所適應的體生理循環所適應的體生理循環所適應的體生理循環所適應的。。。。不必怨多不必怨多不必怨多不必怨多，，，，也不能怨少也不能怨少也不能怨少也不能怨少。。。。總而言之總而言之總而言之總而言之，，，，一天二十四小一天二十四小一天二十四小一天二十四小

時時時時，，，，一千四百四十分鐘一千四百四十分鐘一千四百四十分鐘一千四百四十分鐘，，，，八萬六千四百秒八萬六千四百秒八萬六千四百秒八萬六千四百秒；；；；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要惜取每一分鐘要惜取每一分鐘要惜取每一分鐘要惜取每一分鐘，，，，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

地運用每一秒鐘地運用每一秒鐘地運用每一秒鐘地運用每一秒鐘，，，，作上帝時間上的好管家作上帝時間上的好管家作上帝時間上的好管家作上帝時間上的好管家。。。。 

這樣這樣這樣這樣，，，，就不會虧就不會虧就不會虧就不會虧負上帝所託付給我們的時間了負上帝所託付給我們的時間了負上帝所託付給我們的時間了負上帝所託付給我們的時間了！！！！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那要來的就來那要來的就來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並不遲延並不遲延並不遲延。」。」。」。」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 10:37 

摘錄葛文偉摘錄葛文偉摘錄葛文偉摘錄葛文偉 《《《《心靈心靈心靈心靈，，，，早安早安早安早安》》》》 

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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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事奉人員名單年事奉人員名單年事奉人員名單年事奉人員名單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事奉團隊事奉團隊事奉團隊事奉團隊    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同同同同    工工工工    ：：：：張自重張自重張自重張自重牧師牧師牧師牧師、、、、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吳麗卿牧牧牧牧師師師師    

張牧師張牧師張牧師張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文文文文    書書書書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總總總總        務務務務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會會會會    計計計計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司司司司    庫庫庫庫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主主主主        禮禮禮禮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張自重張自重張自重張自重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李李李李恩諾恩諾恩諾恩諾、、、、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霞、、、、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讀經員讀經員讀經員讀經員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插插插插    花花花花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 / / /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職員職員職員職員////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    

張自重張自重張自重張自重牧牧牧牧師師師師、、、、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張牧張牧張牧張牧師師師師、、、、黃黃黃黃碧瑤碧瑤碧瑤碧瑤、、、、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彼得團彼得團彼得團彼得團契契契契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張牧張牧張牧張牧師師師師、、、、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張張張張牧師牧師牧師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待待待待        定定定定    

        以利亞以利亞以利亞以利亞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張張張張牧師牧師牧師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張張張張牧師牧師牧師牧師、、、、吳牧吳牧吳牧吳牧師師師師、、、、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鄧敏馨    --------    

        禾信學生團契禾信學生團契禾信學生團契禾信學生團契    張牧張牧張牧張牧師師師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 

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吳牧吳牧吳牧吳牧師師師師,,,,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栽栽栽栽培培培培部部部部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張張張張牧師牧師牧師牧師、、、、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吳麗卿牧吳麗卿牧吳麗卿牧吳麗卿牧師師師師、、、、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楊芷茵、、、、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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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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76 134 62 83 

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長者崇拜 29 28 26 23 29 27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 --- 2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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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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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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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5 --- --- 5 

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 31 28 28 --- --- 29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8 7 13 --- --- 9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6 1 6 --- --- 4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 5 5 --- --- 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3 --- --- --- --- 3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5 --- --- --- 5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34 32 54 40 30 38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 8 1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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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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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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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2 3/2 4/2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5/2 6/2 

7/2 8/2 9/2 10/2 11/2 12/2 13/2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李以勒 

14/2 

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廖淑娟 

蔡青姐蔡青姐蔡青姐蔡青姐 

15/2 16/2 17/2 18/2 19/2 20/2 

21/2 
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劉泳兒 

22/2 23/2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24/2 25/2 26/2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27/2 

28/2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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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六一六一六一六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月月月至至至至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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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23/1 30/1 6/2 13/2 20/2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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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廿八年廿八年廿八年廿八 

休會休會休會休會 
體適能體適能體適能體適能 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神秘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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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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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花巿行花巿行花巿行花巿 團團團團  拜拜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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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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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三十 

休會休會休會休會 

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大不同大不同大不同大不同 

(14/2 日日日日) 

查查查查  經經經經 

(21/2 日日日日) 
行行行行  山山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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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團團團  拜拜拜拜 

(12/2 五五五五) 
---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1 20/1 27/1 3/2 10/2 17/2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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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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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新年新年新年 

習俗習俗習俗習俗 

年初三年初三年初三年初三 

休會休會休會休會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小小細小小細小小細小小細

運會運會運會運會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1 24/1 31/1 7/2 14/2 21/2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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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放放放   假假假假 

新的新的新的新的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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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放放放   假假假假 

新的新的新的新的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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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年賀年賀年賀年

手工手工手工手工 
放假放假放假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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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自訂自訂自訂自訂 
--- --- 

青少年的青少年的青少年的青少年的

信仰生活信仰生活信仰生活信仰生活 
---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自訂自訂自訂自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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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月月月至至至至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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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24/1 31/1 7/2 14/2 21/2 28/2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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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顯現後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白白白白))))    

預預預預苦期苦期苦期苦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紫紫紫紫))))    

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預苦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紫紫紫紫))))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張自重牧師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講講講講

員員員員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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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達志先生袁達志先生袁達志先生袁達志先生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周兆真周兆真周兆真周兆真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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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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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長長長崇崇崇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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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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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賽賽賽賽 62 : 1 – 5 

林林林林前前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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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耶 1 : 4 – 1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3: 1 –13 

路路路路 4 : 21 – 30 

出出出出 34 : 29 – 35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3 : 12 - 

4 : 2 

路路路路 9 : 28 - 36 

申申申申 26 : 1 – 11 

羅羅羅羅 10:8 下下下下-13 

路路路路 4 : 1 – 13 

創創創創 15: 1 – 12, 

17 – 18 

腓腓腓腓 3:17 - 4:1 

路路路路 13: 31- 35 

賽賽賽賽 55 : 1 – 9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0:1-13 

路路路路 13: 1 - 9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趙沛趙沛趙沛趙沛陽陽陽陽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趙沛趙沛趙沛趙沛陽陽陽陽    

輔助輔助輔助輔助    ------------    趙沛趙沛趙沛趙沛陽陽陽陽    ------------    ------------    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譚柳華    ------------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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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李志遠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魏書如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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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22,22,    294,294,294,294,    

486, 226486, 226486, 226486, 226    

5, 129,5, 129,5, 129,5, 129,    

381,381,381,38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4141414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2,2,2,2,    

134, 131,134, 131,134, 131,134, 131,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9,69,69,69,    

260, 224260, 224260, 224260, 224    

210, 455,210, 455,210, 455,210, 455,    

458, 369458, 369458, 369458, 369    

10,10,10,10,    342,342,342,342,    

306,306,30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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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1941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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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    ------------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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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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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吳牧師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張牧師張牧師張牧師張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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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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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李李李                                銘銘銘銘                            生生生生    梁梁梁梁                                健健健健                            華華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