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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麒一會                     偏見                  謝駿麒宣教師 

  什麼偏見？源自「prejudge」即「預先判斷」，先入為主偏向相信一邊。
事實上，偏見應該是由歷史或科學事實引伸，從而偏向性作出斷言假設，是科
學偏見論，理論假設而不可以當做真實結論。 

 
  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 Paul Bloom 發現，人自嬰兒時已開始懂得從他人行
為分辨好壞、區分你我而形成偏見。他認為偏見並非因為完全無知而引起。相
反，偏見是由經驗累積、理性分析及歸納事物而形成的刻板印象。偏見並非透
過「感覺」，而是用「理性」去決定自己立場。 

 
  人總會以自己為中心及用人生的經驗和分析去作出預先判斷，去看世界所
有的事，而人透過有偏見的方法去邁進認識真相和實證的過程，是一個整合既
有觀念加上真實事件，成為成長的過程。作為基督徒我們需要屬世智慧，但我
們更加需要和渴求從神而來的亮光，因為我們需要走的是屬天的國度。 

 
  約一 43-46 腓力被耶穌呼召後，腓力隨即找他的朋友拿但業，帶著興奮心
情告訴他的朋友，我遇見猶太人一直期待已久的彌賽亞，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
勒人耶穌。拿但業的反應卻與腓力相反，有種潑冷水的感覺，他回應說：「拿
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嗎？」這句冷冷回應顯出他對彌賽亞與這地方關係的看
法，他和每一個以色人也期待彌賽亞的降臨，可是他是個有偏見的人。他知道
拿撒勒是在加利利地區裡的一個小城，是一個混雜了異族人的小城。而小城拿
撒勒不可能與關係民族復興的盼望有任何關係。可能他也認為彌賽亞出現應該
在耶路撒冷的名城重鎮中。但這個偏見，讓他否定別人的見證。 

 
  改變拿但業的偏見，在於「你來看」讓他親身經驗腓力的見證，拿但業因
與耶穌相遇，親身經驗腓力的見證是真實的，更被啟示比事實更最重要的事，
彌賽亞降臨的方式遠超於拿但業和每一個以色列人所期待的。 

 
  從腓力、拿但業和耶穌的交談中發現，拿但業沒有絕對化自己的偏見，腓
力也不被拿但業的偏見阻礙了他的見證，「你來看」邀請成為拿但業生命轉變
的契機，同時親自遇上耶穌成為他生命改變與復興的轉捩點。 

 
  在這個扭曲悖謬的世代下，我們一方面努力爭取公義彰顯，一方面尋找事
實的真相。而作為跟從耶穌的人，同時我們需要回到耶穌基督裡，讓耶穌帶領
我們看屬於祂的公義和彰顯，祂預備必然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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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請關掉隨身響鬧裝置，如手提電話，傳呼機等，讓我們專心敬拜神。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 

同工 
總務長 

音響/ 

總務 
招待/司事 

28/9 

午堂 
陳上言 

謝駿麒 

宣教師 

靈裡甦醒 

(詩 22:3-11) 

詹志誠 陳錦儀 陳錦儀小組 
陳錦儀小組 

劉愛婷  張天恩 

晚堂 尹鳳蓮 張大華 高向陽 高向陽小組 
高向陽小組 

李雅思  羅偉成 

29/9 

早堂 
張大華 

呂彩嫺 

宣教師 

靈裡甦醒 

(詩 22:3) 

鄭嘉慧 侯國龍 葉浩然 

黎燕妮  梁增鉅 

徐金勤  羅  妹 

林麗珊  葉浩然 

午堂 潘玉萍 鄭詠怡 

司事長：何錦培  司事：姚漢燊  戴啟耀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吳麗妮小組/梁銘茵小組/ 

                  葉永健小組/林恒生小組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詩 22:3-11 / 詩 22:3 

宣  道                            靈裡甦醒 

奉  獻                 主祢是我力量 / 我要向高山舉目 

家事分享及祝福    王桂芳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家事分享 

1. 歡迎第一次參加我們崇拜的朋友，祝願你能在我們當中投入參與，

蒙上帝的呼召與我們一同追尋真理，活出信仰生活。 

2.  29/9（今主日）下午 2:00 於幼稚園親子室舉行堂委會，請各位同工、

執事及堂委準時出席，共商聖工。 

3. 凡未有教會組員證的弟兄姊妹，請盡快到接待處登記，方便大家日

後出入沙田培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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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和撒那 

萬國進前來 屈膝敬拜 祢尊榮直到永遠 萬口都承認 耶穌是主 

萬膝都跪拜 齊聲宣揚 祢作王直到永遠 我們稱頌高舉祢聖名 

在祢聖潔中 找到救贖之歌 在祢同在中 找到我心所求 

和撒那 祢是聖潔配受尊崇 和撒那 祢至高配得讚美 

和撒那 祢配得所有能力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和散那 Hosanna 

1.我看見榮耀君王 駕著雲彩而降臨 全地震動 全地震動 

2.主祢用慈愛憐憫 將我罪完全洗淨 萬民歌唱 萬民歌唱 

副歌：和撒那 和撒那 和撒那歸至高神 和撒那 和撒那 和撒那歸至高神 

3.我看見全新世代 興起要得著這地 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 

4.我看見復興來臨 全因禱告尋求祢 我們屈膝 我們屈膝 

**求醫治潔淨我心 開啟我雙眼看見祢心意 教我如何能愛祢的百姓 

我要能觸摸祢心 我所做一切全為祢旨意 一生追求祢直到天地廢去** 

 

願祢國度降臨（粵） 

永久不變萬千世代 仍然無更改 神國度到永久 

遠超過在這世上 無論何權柄 神寶座 在至高處 

縱使黑暗遮蔽祢面 但祢寶座終不改變 榮耀定再彰顯於世界 

副歌：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 直到永久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 直到永永遠遠 

 

主祢是我力量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副歌：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高臺 堅固磐石我信靠祢必不動搖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避難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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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詩篇 23篇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祢與我同在 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 祢為我擺設筵席 祢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主恩惠永存我心深處 

1.主凝視我心深處 看到我受傷的心靈 主知道我的眼淚 深切了解我的傷悲 

2.主愛在我心深處 主慈愛充滿在我心 主無限豐盛恩惠 因主恩典使我站立 

*即使世界都失去了盼望 主的慈愛卻永遠不止息 

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 主恩惠永存我心深處* 

 

遇見祢 

當我遇見祢 使我夜間歌唱 超越一切環境 看見祢的同在 

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全人安然居住 

祢是我至寶 我最深的喜悅 全心仰望倚靠 我便不致動搖 

祢與我同行 祢愛我到底 這一生有祢真好 

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量給我的地界 坐落佳美之處 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祢是我的主 好處不在祢以外 遇見祢 我就遇見幸福 

 

主祢是我力量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副歌：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高臺 堅固磐石我信靠祢必不動搖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避難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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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一切歌頌讚美 

一切歌頌讚美都歸我主我的神 祢是配得歌頌與讚美 

我們高聲呼喊 高舉耶穌之名 哈利路亞 
副歌：讚美主哈利路亞 讚美主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讚美主哈利路亞 讚美主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理據有幾千個(頌讚主) 

副歌：頌讚主 心讚頌 我的心讚頌 是祢聖善名字 

盡意傾心唱頌 我心靈 要向主衷心敬拜 
1.晨光初昇 日頭漸上發亮 我再向祢獻出歌聲 

忘記了往事 在前面有多少障礙 我要唱讚美到晚間不歇 

2.神滿有愛 不容易會發怒 憐憫眷顧 神名字浩大 
祢豐足恩典讓我唱歌不歇 我要讚美理據有幾千個 

3.如我到了 尚存力氣耗盡 時間已近 到了那一天 

仍讚美唱頌 我歌聲不終止 永遠讚美祢萬世不終結 
 

歌頌聖靈 

聖靈我歌頌祢聖潔無瑕 聖靈我歌頌祢慈愛柔和 
甘霖般的愛 甘霖般的愛 滋潤我枯乾心靈 

聖靈我歌頌祢聖潔無瑕 聖靈我歌頌祢慈愛柔和 

撫平受傷傷口 釋放被擄靈魂 
醫治破碎心靈 燃點復興火燄 聖靈我歌頌祢領我到光明 

聖靈我愛祢 聖靈我降服祢 頌讚歸於祢 

聖靈我歌頌祢聖潔無瑕 聖靈我歌頌祢慈愛柔和 
甘霖般的大愛 甘霖般的大愛 滋潤枯乾心靈 

 

我相信 
我相信天父創造世界 我相信耶穌死裡復活 

我相信聖靈住在我心 賜給我寶貴極大能力 

副歌：I believe 我相信耶穌是真神 永遠得勝君王 
我敬拜 高舉耶穌基督的名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死亡的毒鈎 你在哪裡 墳墓不能勝過復活的能力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萬膝要跪拜 萬口承認 耶穌基督 世界的主*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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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頌讚全能上帝 
清風輕吹 天空掛著耀眼太陽 山嶺滄海 屈膝俯拜大地發響 
遍地鳥語花香 蝶起舞舞影雙雙 看著細想 從內裏欣賞 
心中感恩不止息全地和應頌揚 凡有氣息歡呼拍掌 

副歌：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 是祢恩手創造掌管一切 
漫天星宿是祢作為 不可猜測估計 神獨有智慧要彰顯萬世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 萬有諸天說述祢的恩惠 
地與深海同拍和 山嶺吶喊呼應 神大愛共永 地與天同共證 

 

全然向祢 
當讚美的旋律響起 我的心全然向祢 當聖靈的恩膏滿溢 我的靈不再封閉 

讚美的輕泉 如春雨沐浴 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 如雪花飄逸 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副歌：我要開口向祢讚美稱謝 永永遠遠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稱謝不已 
我要欣然向祢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腳步不離 

 
進入祢的同在 

讓我進入主祢的同在 我與眾天使圍繞寶座敬拜 
喔讓我進入主祢的同在 我要單單敬拜祢耶穌 

我要敬拜 敬拜 敬拜我的主 我要敬拜 敬拜 敬拜我的主 
我要跪下 跪下 在祢寶座前 我要跪下 跪下 在祢寶座前 

讓我進入主祢的榮耀 我在祢聖潔光中被祢得著 
喔讓我進入主祢的榮耀 我要單單為主祢而活 

頌讚榮耀 榮耀 榮耀歸羔羊 頌讚榮耀 榮耀 榮耀歸羔羊 
頌讚聖潔 聖潔 聖潔的真神 頌讚聖潔 聖潔 聖潔的真神 

 
耶和華坐著為王 

耶和華坐著為王 洪水氾濫的時候 耶和華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 
耶和華坐著為王 狂風巨浪的時候 耶和華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 

副歌：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 祢的榮耀高過諸天 
我讚美祢主耶和華 唯有祢 祢的名被尊崇 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 祢的榮耀高過諸天 

我讚美祢主耶和華 祢的榮耀充滿在天地之上 
**耶和華必賜力量 耶和華必賜平安 我從深處求告祢 祢聆聽 
耶和華必賜力量 耶和華必賜平安 因祢豐盛的救恩我仰望祢** 

 
願祢國度降臨（粵） 

永久不變萬千世代 仍然無更改 神國度到永久 
遠超過在這世上 無論何權柄 神寶座 在至高處 

縱使黑暗遮蔽祢面 但祢寶座終不改變 榮耀定再彰顯於世界 
副歌：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 直到永久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 直到永永遠遠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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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週六午堂/週六晚堂) 
講員：謝駿麒宣教師 
講題：靈裡甦醒 
經文：詩篇 22:3-11 

3 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或譯：居所）
的。4 我們的祖宗倚靠你；他們倚靠你，你便解救他們。5
他們哀求你，便蒙解救；他們倚靠你，就不羞愧。6 但我是
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7 凡看見我的都嗤
笑我；他們撇嘴搖頭，說：8 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
可以救他吧！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吧！9 但你是叫
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裡，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10 我自
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裡；從我母親生我，你就是我的神。11
求你不要遠離我！因為急難臨近了，沒有人幫助我。 
 
 
 
大綱： 

1. 宣告與讚美 
 
 

2. 訴苦 
 
 

3. 肯定神是我的神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週六午堂/週六晚堂) 
講題： 靈裡甦醒 講員： 謝駿麒宣教師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我對於崇拜中其他程序的回應：  

 
如需要講員或教會負責同工直接回覆 ，請填下以下聯絡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謝謝您的回應！您的回應將由評道小組跟進，請將回應表放入崇拜招待處的講道回應箱中，願主賜福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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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員：呂彩嫺宣教師 
講題：靈裡甦醒 
經文：詩篇 22:3 (聖經新譯本) 
 
3 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大綱： 
1. 申訴與讚美 

 
 
2. 信靠與祈求 

 
 
3. 感恩與還願 

 
 
 
反思問題： 
1. 你曾否有感到孤立無援的經歷？你是怎樣從這樣的困境破繭而

出的？ 
 
 
2. 從哀歌轉向對神的讚美是不容易的，你自己或你所認識的人當中，

如何信靠和抓住神呢？ 
 
 
3. 當我們紀念耶穌為我們的罪而受苦時，這首詩篇如何幫助你去體

會耶穌的受難？更怎樣去學習感恩和讚美神呢？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題： 靈裡甦醒 講員： 呂彩嫺宣教師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我對於崇拜中其他程序的回應：  

 

如需要講員或教會負責同工直接回覆 ，請填下以下聯絡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謝謝您的回應！您的回應將由評道小組跟進，請將回應表放入崇拜招待處的講道回應箱中，願主賜福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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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午堂成人： 97人 兒童： 0人 沙苗區： 小天地： 12人
晚堂成人： 17人 兒童： 1人 幼班： 19人

22/9 早堂成人： 108人 兒童： 4人 中班： 28人
午堂成人： 95人 兒童： 4人 高班： 26人

合計 成　　人： 317人 兒童： 9人 沙苗區： 85人

恆切禱告 儆醒感恩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33：3) 

我要做一件新事，就是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43：19) 
 
教會：  
1. 求聖靈充滿教會，讓弟兄姊妹的靈裡甦醒，更多明白和順服主，堅心倚靠祂，

經歷主的同在、同行和同工！求主開廣眾人的屬靈眼界，得著主的啟示來生
活和服侍，經歷主的信實、愛和權能！深深體會「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
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 4:7 

2. 求主復興教會傳福音的心志和行動，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傳道，求主激勵，
求主幫助！ 

3. 請為各組長要更新小組資料代禱，求主賜恩加力！求主賜智慧予他們和事奉
者一起帶領小組和建立組員的生命，活出「彼此相愛同行，遵行主道」的生
命！ 

執事： 
請為莫苑萍執事代禱，求天父給她更多勇氣，並持守大時代領袖的使命，謙卑事
奉神。 
宣教家庭： 
請為哈小家庭代禱，感謝主的帶領，他們將於 23/12 到泰國長宣服侍，求主保守
他們這段籌備的時間，有主的帶領，經歷主豐富的預備和恩典，並可更多與弟兄
姊妹分享，激勵他們，在宣教的路上有份。 
肢體： 
1. 請為王佩蓮 Kelly 姊妹(王煒東弟兄的太太)代禱，她於 25/9 開始第一針化

療（三星期後，打第二針），求主祝福她，主耶穌寶血覆蓋，賜她健壯的身
心靈，全然醫治，經歷主豐盛的恩典和大能！ 

2. 請為沙勉區葉許佩紅姊妹和家人代禱，她於 26/9-9/10 和家人和親家一共七
人到德國旅行。求主保守醫治他們，因旅行前女婿喉龍發炎發燒，女兒口水
線結石要做手術，大牙發炎疼痛，她剛看完骨科膝蓋和腰骨很痛，她的丈夫
剛出院，心律不正和腳腫。求主看顧他們，一切平安，滿有主的喜樂和恩典。 

3. 請為沙勉區曾金容姊妹代禱，她最近腳痛了超過兩週，23/9更入急症，留院
一日，求主醫治她，減少痛楚，讓她腳步穩當，靠主得力，經歷主的恩典！ 

4. 請為現正懷孕的姊妹代禱，求主保守她們，有健康的身心靈，常存喜樂的心，
有主的平安和保護。求主讓孩子在母腹中健康地成長。求主保守她們分娩順
暢，經歷主奇妙的作為。求主幫助她們的丈夫更懂得體貼太太的需要，愛護
和照顧她們。求主預備他們作父母的心，無論是初為人父母，或已是父母，
都以禱告感恩進入家庭的新轉變，滿載主恩。 

香港： 
懇求萬軍的耶和華保護香港，奉主的名脫離一切的暴力和仇恨的心思和行為，求
主饒恕流人血的罪，主耶穌的寶血遮蓋香港，主賜愛與和平。求主賜智慧予政府、
議員和市民一起解決這困局和尋得出路，讓香港行在主的旨意和命定中！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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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四季裝備中心課程 

TH101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謝駿麒宣教師 
日期：16/10-18/12/2019(逢週三) 
時間：晚上 8:00-9:30               
地點：博康幼稚園 
對象：凡擬申請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費用：免費                   截止日期：6/10(日)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1 16/10 佘健誠 認識教會（中華基督教會）  

2 23/10 謝駿麒 認識天父  

3 30/10 佘健誠 認識耶穌  

4 6/11 謝駿麒 認識聖靈 交得救見證 

5 13/11 佘健誠 認識聖經  

6 20/11 佘健誠 認識聖禮  

7 27/11 佘健誠 成聖之路  

8 4/12 謝駿麒 認識救恩  

9 11/12 謝駿麒 事奉與奉獻  

10 18/12 謝駿麒 佈道與宣教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31/5  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及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 
4. 必須經組長確認資格及推薦，若沒有小組者，亦需得牧者確認資格及推薦。 
課程目標： 
1. 認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主要以＜使徒信經＞內容為藍本） 
2. 認識信徒的本份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堂授課時間：1小時 45分鐘） 
2. 出席率不得少於 80%（可於下期洗禮班補課） 
3. 於第四堂交個人得救見證；背誦＜使徒信經＞（課程完結前） 
4. 轉會者必須參加認識教會和認識聖禮這兩堂，其餘可自由參加 

兒童洗禮 

若有肢體想在 31/5/2020(日)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中，讓自己的兒女接受兒童洗禮，
請從速報名兒童洗禮班。  
日期：15/12/2019(日) 
時間：週日午堂崇拜後 
地點：培英中學課室 
資格：其兒童的父母必須是已受洗的信徒，並一起出席嬰孩洗禮班和該日的洗禮聚會。 
截止日期：8/12/2019(日) 

  

下週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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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101聖經概覽【組員五星級】 

本課程旨在協助信徒了解聖經書卷排列、聖地的地理資料、各書卷的簡介，讓信徒能有

系統地進深研讀聖經。 

導師：王桂芳牧師     日期：12/10-30/11（逢週六）     時間：早上 10:30-12:30 

地點：博康幼稚園     要求：凡有耳可聽者！            費用：$20 

截止日期：6/10（日）                               
 
            網上報名： 
 
 
 
 
 

https://bit.ly/stcbs101 
 

日期 課堂內容 
12/10 背景、摩西五經 
19/10 歷史書 
26/10 詩歌智慧書、大小先知書 
9/11 四福音 
16/11 使徒行傳、保羅書信 
30/11 普通書信、啟示錄 

其他課程： 

課程名稱 導師 上課日期 截止報名 

認識中華基督教會 陳智衡博士 
27/10-10/11 

（週日，共三堂） 
20/10 

啟示錄選讀 陳思語博士 
9/11-7/12 

（週六，共四堂） 
27/10 

差傳的屬靈爭戰 張大華牧師 
13/11-18/12 

(週三，共六堂) 
27/10 

 
＊詳情請到招待處或教會網站查閱＊ 

  

K國短宣 
                             

下週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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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十月份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 

同工 
總務長 音響/總務 招待/司事/襄禮 

5/10 

午堂 
連皓晴 

宋軍 

博士 

跨界的愛 

(路十 25-42) 
鄭嘉慧 劉愛婷 劉愛婷小組 

劉愛婷小組 

黃菁汶  陳芷茵 

晚堂 黎雪釵 
張大華 

牧師 

個人靈命復興： 

敬拜讚美的大能 

(約 4:24， 

路 19:34-40) 

鄭詠怡 區俊英 區俊英小組 

區俊英小組 

黃素心  陳雅芝 

6/10 

早堂 
鄭詠怡 

王桂芳 

牧師 

個人靈命復興： 

敬拜讚美的大能 

(詩 103:1-5) 

呂彩嫺 黃意君 黎燕妮 

羅淑卿  梁瑞芬 

李仕波  麥韻梅 

馮愛琼  林麗華 

午堂 方卓雅 
宋軍 

博士 

跨界的愛 

(路十 25-42) 
謝駿麒 

司事長：潘建恩  司事：陳堅浩  梁嘉欣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翁綺雯小組 

12/10 
午堂 

梁亦珩 

袁海柏 

執事 

個人靈命復興： 

認罪悔改(詩 51， 

路 8:9-14) 

王桂芳 張証傑 張証傑小組 

張証傑小組 

陳浩銘  張天恩 

謝駿麒  詹志誠 

晚堂 鄭嘉慧 張大華 梁宛芬 梁宛芬小組 

梁宛芬小組 

盧俊傑  潘健嘉 

盧雅麗  鄭詠怡 

13/10 
早堂 

陳文豪 王桂芳 呂愛 陳偉業 

羅淑卿  何強華 
黃靜雯  羅合群 

羅淑卿  李國恩 

林德瑩  呂彩嫺 

午堂 莫苑萍 盧雅麗 
司事長：葉智軒  司事：翁綺雯  鄺傑恒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林穎芝小組/陳務耘小組 
襄禮：司徒麗燕  鄭嘉慧  詹志誠 

19/10 
午堂 

張大華 
邢福增 

院長 

我們與惡的距離 

(羅 5:1-5) 
鄭嘉慧 盧志明 盧志明小組 

盧志明小組 

陳嘉允  姚雄傑 

晚堂 謝瑋晏 

佘健誠 

牧師 

個人靈命復興： 

認識實踐神話 

(申 8:3， 

提後 3:14-17) 

鄭詠怡 高向陽 高向陽小組 
高向陽小組 

林煒菁  梁玉英 

20/10 
早堂 

王桂芳 呂彩嫺 林德瑩 葉偉樂 

黎燕妮  黃麗芬 
吳小燕  胡佩琼 

梁宛芬  黃麗芬 

午堂 鄭詠怡 謝駿麒 
司事長：劉俊彥  司事：梁嘉慧  甄國文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陳嘉明小組+呂偉玲小組 

26/10 
午堂 

李皓昕 

約書亞 

弟兄 
自由題 

王桂芳 林芳 林芳小組 
林芳小組 

劉愛婷  邱鎮威 

晚堂 王兆基 張大華 朱銘珊 朱銘珊小組 
朱銘珊小組 

許家軒  游珮珩 

27/10 
早堂 

趙振江 王桂芳 尹鳳蓮 葉浩然 

張敏儀  劉詠儀 
劉詠思  梁秀英 

葉浩然  劉詠儀 

午堂 待定 盧雅麗 
司事長：何錦培  司事：譚穎思  姚漢燊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謝翎翔小組/梁翠茵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