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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周琼顏牧師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源於一千五百多

年前(南朝梁．蕭繹．纂要)。2015 年開始了，羊年又將至，

僕願以＂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日在於晨，一生之計在於

神＂來彼此勉勵。 

一日之計在於晨 

早晨起來精神好，細想神話是最好，面對試探不易倒。

因為“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每天早十五至

三十分鐘起來，藉著清早靈修所得的能力及智慧，應付生活

裏各樣的問題和難處。讓主的話語充滿我們的心靈和思想，

使我們所作的盡都順利，詩篇第一篇所述：“惟喜愛耶和華

的律法、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大衛禱告神：

求你使我清晨得聽你慈愛的聲音，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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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當走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 (詩 143：8)。當我們聽主

言，知主愛，我們心中就有愛去愛身邊的人了。 

一年之計在於春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

一六：9） 

羊年將至，讓我們坐下來好好的計劃，除了為工作、讀

書及家庭計劃，更要為神的事計劃，尋求祂的指引。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我能夠給予神的時間有多少呢？

我有多少時間事奉神？傳福音這大使命在我今年的的時間

表裏佔幾多？在一年的開頭，讓我們立定心志，好好計畫，

思想如何運用主所交託我們的五千兩，喜樂地去為主賺取另

外的五千兩，或二千兩，賺取另外的二千兩，不要藉口把主

給你的埋藏在地裏。讓我們作個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將來

面對面見主時，得主稱讚。 

一生之計在於神 

我們可以為自己的每一天，每一年作出美好的計劃，我

們的一生又如何呢？”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

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片刻就不見

了。＂（雅四 14）雅各這句話並非反對我們為自己的前途

作好打算，他反對的是人們為了今生的利益，而將永生的上

帝置之度外。其實，人的生命如同一片雲霧，太陽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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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不是在人的手裏。 

雅各的人生分了兩部分，前半人生是靠自己去「抓住」，

他要抓住父親的祝福、愛情、金錢等等，以為這些便會給他

安全感和滿足，結果雅各的前半生充滿了恐懼、苦澀、掙扎

和痛楚；後半人生是「被神抓住」，當他在神面前降服，無

錯，他的下半生也要面對很多艱困，但他能勇往直前，因為

他知道 神仍是祝福的源頭。「雅各」一名的意思就是「抓

住」，神卻把他改名為「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被

神抓住」，意思是我們的盼望、幸福、安全感，只有在神手

裡才可享受得到。 

結語 

以一日到一年，從一年到一生，它們是息息相關，互相

牽連的。求主幫助我們把握每日的早晨去親近神，就牽涉到

你一年的生活是怎樣過；求主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

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在一年中見証主愛，也求主保守

我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由心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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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期的介紹：顯現期  

 
 
意義  

在希臘文中 epiphaneia 是上帝的顯明、顯現之意。上帝

透過耶穌基督，顯明自己給世人。「人看見我，就看見那差

我來的。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裡。」

（約十三 45-46） 

古教會定元月六日為顯現日，是顯現期的開始。這也是

教會年歷最早開始的節日。顯現期具有三方面的神學意義： 

一. 是慶祝耶穌的道成肉身住在我們當中，同時東方博士

來朝，上帝將祂的救恩顯示給普世萬民。 

二. 是基督的受洗，「從天上有聲說，這是我的愛子，我

所喜悅的。」（太三 17）。 

三 .  是慶祝耶穌在迦南所行的第一個神蹟──使水變

酒，祂藉此將自己的榮耀，顯給門徒看。 
 
主題  

馬太福音二章 1-12 節，很清楚地指出耶穌是那位彌賽

亞，我們的救贖主，「我們在東方看見祂的星，特來拜祂。」

「敬拜祂」是顯現日，人們對耶穌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的

一種行動表現，並且告訴世人，耶穌就是那位「和平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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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我們所敬拜的對象。此節期的主題為宣教和傳福音。 

 
顏色  

顯現日的教會禮儀顏色是白色，象徵純潔與光明。但整

個節期則採用綠色，而綠色是象徵教會的生命充滿活力和永

恒不息。 

顯現節是每年元月六日(上接聖誕節期)開始，結束日為

AshWednesday 聖灰日──最後一個主日為變像主日(下接

預苦期)，顯現期的長短是四個禮拜至九個禮拜之間，視復

活節之安排而定。 

今年的顯現期是 1 月 4 日至 2 月 21 日，一共有六個主

日。願主的真光照亮我們的生命，透過關心與分享，讓身處

黑暗中的人得見基督的真光。 

 



靈匠雙月刊 

本 堂 2015 年 之 主 題 ：「靈命長進，生命如光，匠心如主，關懷四方」」『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
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 20:28 

6 

聖誕受洗者 --得救見証  
陳逸峰弟兄  

 我的媽媽是基督徒。雖然她沒接受過

洗禮，但她自我小時候便對我灌輸上帝的觀

念，教我祈禱。記得以前家裡常開著創世電

視頻道，聽講道，聽詩歌。我家裡有三個弟

弟，媽媽忙著照顧打點一切，沒時間帶我回

教會。 

我所讀的中學是所天主教學校。在聖經課中，我認識了耶

穌。在六年的中學生涯中，我的信仰是浮浮沉沉的。每當

意志極消沉的時候，我會尋求主，我會禱告，我會懺悔，

我會記起那段歌詞「當你感到無力繼續下去，當你感到疑

惑說我是誰，只要相信神完全明白你，就讓我伸手接受祂

深愛你」。當時的我未了解那是什麽力量令我 從新振作，

但我能感受到心裡的喜悅平安。但當我重新投入忙碌的生

活，便會很快把上帝忘得一乾二淨。 

直至去年認識了廖敬雯，她帶我去教會。加上進了大學後我
在偶然的機會下被邀請每週讀聖經。我對上帝恩典的認識及
體會日漸加深，自此，此信仰真真正正在我心裡紮根，不再
是口中的信或不信，而是改變了我的世界觀。上帝對世人的
愛是無條件的，祂獨生子釘在十子架上，用寶血洗淨我們的
所有罪，凡信祂的就能得救。基督的救恩是白白的，卻是如
此珍貴。這次受洗，除了向眾人及天父表示願意接受耶穌基
督作為我生命的救主外，也要讓撒旦知道，我要從此脫離牠
的掌控了！  
受洗後，我不敢說我能一瞬間成了十分虔誠的基督徒，但我
的靈命會每天成長; 我不敢說我以後心裡不再會有一絲惡
念，但我會謙卑悔改承認自己的罪。受洗不代表我的生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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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受聖經枷鎖，反之，它是我的一個新開始，只有聖靈，才
能填補我內心的那個空洞。只有在上帝的愛裡，我才得以完
整。 

姜秦琳弟兄  

 
感謝耶穌帶我來到這一天，起碼

知道人生在世簡單地過渡也是福氣。 
我中小學時也是讀一間基督教學校
的，很早已認識了耶穌，可惜我沒有
理會祂。但那時福音的種子已種在我
心了。我的生命就好像過山車的過程,
由開始慢慢向上，再回到地面來一個
360度旋轉，然後減速行駛至終點。發
覺安全帶竟然可以上下搖動，但很幸
運安全帶扣還是緊緊扣著。真的是幸

運嗎?還是有一位神在我身邊陪伴我呢?同樣在低潮時候自
己是怎樣走出這個困境呢?是自己嗎? 
 

走過了自己人生的低潮，就如至親的離開，令自己一蹶
不振，撰擇傷害自己，寧願讓身體受到傷害也不想讓內心被
剌透。一直都放不了手的我，選擇放縱自己， 
逃避問題，還不斷給自己藉口，去掩蓋心裡的情感和情緒，
心裡充滿埋怨。最後被魔鬼控制了我的本性。 
 

我是一個重視結果多於過程的人。因為我願意投放時
間、精力與熱情、努力去完成認為重要和應該要做的事情。
例如在音樂和運動，我會用很多的時間去預備和練習上。當
初不懂得謙虛，自以為是，自以為了不起，卻不知山外有山，
一山還有一山高的道理，這使自己停留在起跑線。這個情況
很大機會是有關於我年幼時候所受的經歷所影響而成。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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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要在不同的地方生活，面對很多陌生人，但沒有人會顧
念我內心的需要和渴望，在很多事情上我只可以獨來獨往。
在這個情況下我的生活怎可以過得好呢！我心中憂鬱，自我
批判，變得很自我，強調個人感受。當別人想提點和教導我
時，我就質疑他想攻擊我，否定我，不接納我，心裡十分不
安。 

第一次去吸食搖頭丸，服食過量，入了醫院搶救，昏迷
了三日，我接觸死亡的邊緣。但當我康復了，卻忘了毒品給
我的傷害，只想要短暫快樂。 

那次我被控，面對官司，可能要要被監禁 5年，最後感
謝主，我 win了。是我幸運嗎？不，是祂一直陪著我走沙灘
每步路。感謝主，我和哥哥的關係有希望了，而我也有機會
重拾書包。讀書我也面對重重困難，但神派很多人關心和支
持我，有四個補習老師幫助我，他們強調是不收費的補習，
真使我感動及降服主前。另外我有 3位契媽，她們細心地為
我打點我粗心大意的問題。在精神上，行動上都鼓勵我。 
現在我只看到耶穌在我生命中是十分重要，以前我覺得洗禮
係好無謂既事，心裡相信就可以啦，但現在我們知道要成為
上帝兒女，就要接受洗禮，在基督裏成為新造的人，願主使
用我。 

張子峯弟兄  
我在一個單身家庭中長大，小時候家人

都在外面工作，家中只有工人去照顧我一
直到父親和後母結婚，開始時以為一切會
很好，但因為一些波折我去了一所寄宿學
校中讀書，亦是我在人生中第一次接觸主
的時候，那時年幼的我只是因為上主日學
有食物和飲品才會去，對我來說耶穌是什
麼根本對我無關痛癢，但主可能就在這時

候在心中放下一粒種子，直至我選擇我想入讀的中學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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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英文老師對我說不如你選擇有宗仰的中學吧，當時我也沒
有理會我只選擇近家的中學，但派中學時卻是第十的志願！
那是明愛學校！ 

天主教學校有一個禮儀班我上了一次就沒興趣再去，
這禮儀班只能用悶去形容，之後我就用各種理由去逃避。 
後來因為認識了一些新朋友他們都不喜歡到學校上課，我也
慢慢開始成為他們一份子，後來我們甚至加入了黑社會，我
亦因為金錢去販毒。 

我 16歲便因為毒品被判入勞教中心，在裏面我沒有去
反省自己，只會覺得運氣不好，下次要做得更好，搵更多錢。 

後來，我去了靈愛旦家灣，最初幾個月，我無心學習，
連聖經都倒轉來看，但慢慢地，我看見一些和我一樣的人也
可以因為主耶穌去改變，很感動我的就是因為我在靈愛中心
接受訓練時回頭看過去，發現主多次向我伸手，但當時的我
眼中只有自己，但今次衪不但再伸手，還派很多人去幫我，
這次我真信靠祂。 

洗禮後，我讓主去帶領我，作我路上的燈。我願意在
教會中和聖經裏學習，我更希望能為主作見證和服事。 

 

錢漸安、謝玉珍伉儷  

 
大家好，我是錢漸安，可以叫我錢伯，我之前想了很久

是否去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直
到今年才下定決心在眾弟兄姊
妹的見証下，加入靈匠堂的大
家庭。 

其實在我們決定洗禮之
前，亦有與家人商量，而家人
亦非常尊重我們的決定，並給
予百份百的支持，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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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尚愛姊妹  
 
由於丈夫早逝，自己要外出工作，兒

子疏於管教，誤入歧途，因著兒子我認識
靈愛中心。 

最初我對這信仰不大理會，亦未曾有
經歷。但耶穌真的很奇妙，有一日我返工，
兒子又發生了事使我十分擔心，也不知如
何是好，那時我祈禱，求耶穌派人幫我。

當時我在地鐵月台上，就在那時，地鐡門一開，就有人叫我：
龍媽，原來是石教師，她知道兒子的事，叫我放心，她會幫
我。那一刻我知道耶穌是真神，祂聽我禱告，地鐵咁多門，
咁多人，竟然讓我遇到石教師，神真是多麼的奇妙。 

我也要多謝區生，他很關心我們，是他力邀我返教會，
還一起食早餐和返靈匠堂，更要多謝周牧師、周師母和其他
姊妹的關心和愛護。在教會更加認識主，我決定接受洗禮成
為天父兒女，無論環境如何都跟隨主。 

 
 
 

伍恩救弟兄 
大家好，我從小已接觸基督教，大
家可以從我的名字猜想一二，媽媽
想我一生感謝基督的恩典同救贖。
今次好開心可以接受洗禮加入靈匠
堂大家庭，並在眾人面前再次宣認
「我梗係相信耶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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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惠珍姊妹 
 
 

大家好，我叫阿珍，今日我好開心!
因為可以成為天父既愛女，並加入靈
匠堂成為大家既一分子，請大家為我
的健康同靈命成長代禱，謝謝 

  
 

 

周頌賢姊妹  

<新造的人> 今天，我很高興能在靈匠堂
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徙。 

從小我同媽媽每主日一起返教會，但
崇拜時常常發白日夢，沒有專心聽牧師講
道。其實，從小我便認識 神但沒有信心相
信 神。 

今天，我是新造的人，過往的事都過
去了， 神是我唯一的幫助、我的力量。 

周浩賢弟兄  

<主是我的力量、我的幫助> 回想
起，我小時候每個星期天，便同媽咪和婆
婆一起返教會參加崇拜，唱詩歌及聽牧師
講道；但每次牧師施發聖餐時，我非常渴
望領受聖餐。 

今天，我很開心能在靈匠堂接受洗禮
成為基督徙。感謝主我成為主耶穌的兒
女，以後不用害怕和擔心，主是我的力
量、我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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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轉會者 --見証分享  

馮盛姊妹  

 
<主的愛> 感恩主的帶領，可以轉會成

為靈匠堂的弟兄姊妹。 
兒童時，家人已經帶我到天主教堂接

受洗禮。每次修女探訪我們，也會帶些食
物及日用品給我們。但當時不太認識主，
結婚後為了生計再沒有接觸教會。  

直到大女珍誠返教會，由這時開始我
有機會再次接觸教會，不過還要等十多年
後， 幫二女翠萍照顧子女，才真正參加靈匠堂主日崇拜，
日子長了，慢慢地參加主日崇拜便成為我的習慣。 

現在回憶起，丈夫因病離開世界，心裡很傷心、很難
過、很心痛。感謝主，教會牧師及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和關
懷我們，讓我感受到主的愛，經歷主的恩典帶領我渡過每一
天。 

滿懷感恩，終於等到今天，可以同一日，與孫兒接受
洗禮和二女一起過會到靈匠堂，成為神寶貝的子女。 

 
譚翠萍姊妹  

 
<主的帶領>  感謝主，哈利路亞！

今天很開心，我們一家人能成為信義會
青衣靈匠堂大家庭的其中一位新成員。 

我在讀初中時因家姐珍誠而認識
靈匠堂，有時龐潔貞教士會探訪我們，
在家中查經及唱詩歌。當時我聽到福
音，但不清楚主耶穌的道理，只知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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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關心自己，心裏便覺得很開心。但與此同時，家人並不接
受主耶穌的福音，所以很少返靈匠堂。 

後來在朋友的介紹下，我開始返元朗神召會錦光堂，
在這裡我認識主耶穌，並於 1997年在錦光堂接受洗禮。短
短數年間，我經歷結婚生仔，小孩子交由媽媽照顧，而父母
居住青衣，所以放工後，我和丈夫一起回父母家照顧小孩
子，自己卻沒有精神力量返元朗教會崇拜。由於當其時，我
要返工，放工後又要照顧小孩子，感覺好大壓力需要幫助！ 

感謝主，在周牧師家訪時，她邀請我們返靈匠堂參加
崇拜，心裡抱着返靈匠堂只是過客的心態，最終只會返回自
己的教會，所以不太投入靈匠堂的教會生活，只是每星期參
加崇拜而已。時間飛逝，不知不覺返靈匠堂已有 5年，由於
工作家庭需均兼顧，覺得自己的壓力太、情緒不穩， 與丈
夫及子女的關係不太好！ 

感謝主，在家姐的鼓勵下，我找周師母幫助及參加伉
儷團。有主耶穌的幫助，慢慢地我學會認識自己，才發現原
來許多壓力及情緒是出於自己對家人的要求過高。 

現在學懂愛自己，自己對家人的要求少了、自己的壓
力也減少了、家人及夫婦關係也愈來愈好了。 

當家庭關係轉好，於是我不斷禱告，想找一份半職工
作，可以照顧家庭，又多點時間與家人一起，建立親密的關
係。感謝主，在主的帶領下牧師邀請我作靈匠堂半職幹事， 
但當時丈夫並不太贊成我半職工作，因為家庭收入少了一
半，對丈夫構成經濟壓力。為此我再不斷禱告，在主的恩典
下，我們生活質素沒有改變，而且我更多了許多時間親近主
和家人。 

在教會事奉崗位上，我看見自己的不足及不配，但更
看見主偉大的愛，讓我學會感恩，只要每一天倚靠主，每件
事情皆有主的美意。 願主帶領我和我一家成為 神所愛、大
大使用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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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堅振者 --見証分享  

陳卓嵐姊妹  
大家好，我叫陳卓嵐，轉眼間，我

洗禮加入靈匠堂都已經 12年了。以前
是爸爸、媽媽將耶穌基督這份寶貴的禮
物送給我，讓我接受嬰孩洗禮，但現在
我已是個少年人，今日我決定接受堅振
禮，希望在眾人面前再次宣認，我確信
那位昔在、今在、以後永遠常在的三一
真神，並希望這次堅振禮令我能更多親
近神，請大家為我祈禱。 

 
聖誕嬰孩者—父母見証分享  
 
嬰孩洗禮︰陳耀榮、陳雅詩之女-陳頌恩 
 

好開心，恩恩(陳頌
恩)能夠成為天父的兒
女，因為成為上帝的兒
女是最為有福的。我們
知道就算我們如何愛恩
恩，也不可能一生一世
永遠陪著她，唯有天父
爸爸才可以時刻看顧保
護她，所以我們亦將這
份最寶貴的禮物-耶穌
基督送給她，願恩恩一生一世行在主道中，到老也不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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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團契家庭營後感︰ 
陳碧姚姊妹 

今次家庭營的主題為:家庭
祭壇。 

我們透過輕鬆的學習，希望
能將主真的帶到家人面前，不單
是在教會才有崇拜，而我在家與
未信的丈夫也可有。在過去
(18/1)的主日，因身體抱恙未能
回教會。我也
用了最大的力

氣，在家中將經文大聲地讀了一遍，雖然
丈夫也在趕忙地返工，但他亦好奇我的舉
動，因為我就好像對女兒說，同樣也是在
對他說。 

崇拜並不受時間、空間所限制。因為耶
穌曾在馬太福音 18:20應許過我們︰「哪
裏有兩三個人奉我(耶穌)的名聚會，哪裏就有我(耶穌)在他
們中間。」更重要的是，在病患中主抱著我們！我們更要抓
緊主的平安！這也是給丈夫知道我雖然不能回教會，但也有
主同在的見證！願神使用我們每一次的經歷！為家作主的
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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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生日會及結婚週年紀念 

12 月 17 日長發安老院
聖誕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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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崇拜(粉嶺鶴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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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報佳音 

東涌嘉年華 

聖誕節崇拜暨聖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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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消息  

整體  
 

 1月 11日舉行執事就職禮，同工互選結果如下：  

主席：王振蓮姊妹、副主席：鍾長娣姊妹 

文書：周躍華弟兄、財政：吳曉虹姊妹 

司庫：陳如姊妹、總務：歐陽民安弟兄 

建堂基金：楊兆華弟兄  

 

 事工方面： 

王振蓮姊妹：長者事工  

鍾長娣姊妹：伉儷團、兒童崇拜 

楊兆華弟兄：成人崇拜 

歐陽民安弟兄：約翰團契、弟兄小組、祈禱會  

周躍華弟兄：大衛團契及主日學  

李教師：青少年事工、約拿單團及籃球事工 

陳如姊妹：兒童崇拜及安德烈團契  

周牧師：讚美操及佈道  

  2015 年成人及兒童主日鮮花奉獻表已張貼，各會友可將

名字填上，每次成人鮮花奉獻金額為 130元及兒童為 40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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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於 2月 15日崇拜後，約 11時 30分，舉行本年第一

次教友大會，會中將通過 2014年之財政結算，誠邀各會

友出席，並歡迎關心本堂之肢體參加。當日各級主日學

將暫停一次。請各團契財政將 2014年財政結算交給陳碧

姚姊妹，請各團長將工作報告交給譚翠萍幹事，多謝合

作。 

 本堂於 2月 8日頒發 2014年勤到獎。本年度全勤獎有: 

 張彩連、歐陽民安、甄國新、張靄琳。 

成年勤到獎有:  

宋向紅、楊蕙萍、陳碧姚、楊連妹、羅玉珍、黎偉權、

羅嘉玲、羅嘉敏、曾月欣、溫致暉、周躍華、陳同樂、

黎淑倩、甄婉儀、邱肇謙、梁仲蓮、曾月勤、周麗梅、

譚蓮興、江莉梅。 

兒童勤到獎： 

冼顯聰、曾子舜、溫雅童、楊悅詩、楊祈康、周誠謙、

何心柔。 

長者勤到獎： 

吳碧珍、黃松有、張樹勝、潘金月、李蘭嬌、沈彩鳳、

黃秋曉。 

  3月 1日崇拜後到周兆真牧師伉儷家團拜。 

崇拜  

 2 月 22 日(主日)(年初四)舉行新春感恩崇拜，歡迎各位

分享感恩見証，分享者請與周琼顏牧師聯絡。 

 2月及 3月份之事奉人員崗位表已出，請各事奉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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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8 日為主日學主日，當日崇拜有嘉許禮、見証分享及

各級主日學獻詩，崇拜後將有新一年度主日學學開禮。 

 3月 29日承蒙靈愛中心蒞臨舉行靈愛主日暨福音主日，本

堂謹此致謝。 

團契  

 各團契新一屆之職員名單如下: 

迦勒團契-廖玉蓮姊妹；助教︰沈彩鳳姊妹、李蘭嬌姊妹。 

約翰團契－團長：張彩連姊妹、副團長：周錦明弟兄、 

文書：歐陽民安弟兄、司庫：陳碧姚姊妹、財政：甄國新弟兄、

關顧：梁仲蓮姊妹、聯絡：喻為平姊妹。 

伉儷團契－團長：鍾長娣姊妹、司庫：陳如姊妹、 

財政：王振蓮姊妹、文書：何家齊弟兄、關顧：周麗梅姊妹、 

聯絡：宋向紅姊妹。 

大衛團契－團長：團長：曾月蝶姊妹、財政：吳曉虹姊妹、 

關顧：胡文傑弟兄及曾月勤姊妹、靈修：黎慕賢姊妹。 

約拿單團契──導師：李教師、陳碧姚姊妹、黎慕賢姊妹 

安得烈團契──導師：張彩連姊妹；助教：喻為平姊妹、 

陳金花姊妹、曾月欣姊妹、葉津貝姊妹 

 各團之職員就職禮於 1月 25日崇拜中舉行。 

 原為 3月 8日之伉儷團，將改為 3月 22日崇拜後舉行，

各伉儷預留時間出席，敬請留意。 

栽培  

 主日學教師就職禮於 3 月 8 日崇拜中舉行，請各主日學

事奉人員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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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於 3 月 8 日下午 1:30 分至 3:00 舉行主日學導師

工作坊，由鄺羅英華師母主講，請各主日學導師及助教

預留時間出席。 

  天元區查經小組於１月 9、23日；2月 6、27日；3月 13、

27日舉行，參加者請與蔡轉好姊妹聯絡。 

  青衣查經小組逢週五早上 10時至 11:30分假青怡花園曾

喻為平姊妹家舉行，參加者請與張彩連姊妹聯絡。於 2

月 21日新春休會一天。 

  3 月 15 日崇拜後假清水灣道宗座外方傳教會修院舉行事

奉人員退修日，請各事奉人員預留時間出席。 

佈道：   

 2015年讚美操──導師：張彩連姊妹、喻為平姊妹； 

協助：王愛玲姊妹、葉津貝姊妹 

  1月 14日及 2月 11日到長發安老院舉行聖餐崇拜。 

  1月 28日及 2月 25日到長發安老院舉行讚美操活動。 

  讚美操於 2月 16日至 2月 25日放新春年假。 

肢体消息  

 2 月 1 日崇拜後舉行 2 月份之生日會，生日的弟兄姊妹

有：黃海琪（１）李意雯(3)、鄭飛雄、陳麗貞(4)、黎

志沖 (6)、何紀樺、楊錦釗(7)、譚子健、陳奕維（8）、

劉曉樺(9)、吳碧珍、梁月紅、冼浩然、陳嘉儀(11)、樊

志光(12)、沈智麟(13) 、梁銀娜(14) 、陳金花 (15)高

樂晴、鍾長娣、陳卓恩(17)、戴劍昌、蔡詠欣(19)、蔡

熙煦(21)、周躍華、黃樂蕎(22)、譚家俊(23)、楊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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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娜(24)、廖晒英(25)、陳麗芬(28)。本堂謹祝他們

生日快樂，主恩滿溢。 

 

 2 月份結婚紀念有：陳耀榮及陳雅詩（12）、何家齊及黎

慕靈(20)、胡文傑及曾月勤(23)、丁連開及羅倩萍（28）。

本堂謹祝他們結婚週年蒙福，彼此相愛的心不斷成長。 

  3 月 1 日崇拜後舉行 3 月份之生日會，生日的弟兄姊妹

有：袁流長(3)、鄭家玲(4)、喻為平(5)、黃惠娟(6)、

施彬彬、楊兆華(7)、蔡英豪(8)、張翠翠、溫秀英(10)、

余桂英(11)、蔡香菊(12)陳逸峰、鄧詠之(13)、黃志堅

(15)、黎慕靈、黎倩雯(16)、張彩連、馬家寶（18）、曾

子舜、楊悅詩(19)、關熾昌(22)、鄭義忠(24)、譚蓮興、

甄婉儀、王嘉信、梁麗霞(26)、楊珮霖(27)、王月明(28)、

廖子聰、陳亞愛(29)、周麗娟、鄭子軒(30) 、譚卓(31)。

本堂謹祝他們生日快樂，主恩滿溢。 

  3月份結婚紀念有：黃榮忠及廖晒英(16)。本堂謹祝他們

結婚週年蒙福，彼此相愛的心不斷成長。 

靈工幼兒學校  

 幼童崇拜於 1 月 30 日及 2 月 27 日舉行，參予協助者請

與周琼顏牧師聯絡。 

 幼兒學校各學生於 2月 13日(五)上午校內舉行年宵市場

活動，晚上親子團年晚飯，請代禱。 

  幼兒學校於 2月 17日至 2月 25日放農曆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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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辦事處消息  

 1月 6日早上 10時至 1時為本會牧師團會議。 

 2月 3日早上 9時 30分至 1時為本會同工崇拜暨團年。 

 堂會核數：請各堂財政按指引於 1 月底前，把 2014 年 1

月至 12月之帳冊及單據交到總辦事處會計部，以便能於

4 月中完成所有核數，於 5 月 1 日向代表大會提交綜合

報告。 

 本會海外宣教部於本年 3月至 6月舉辦「2015差傳親子運

動/培育質幼苗」計劃，現召募「差傳小戰士」200名，年

齡由 4-12 歲，截止報名日期為 2 月 9 日；參加者請向陳

碧姚姊妹報名。 

 海外宣教部於 3月 7日晚上 7時正假本會信義樓 5樓禮堂

舉行第六屆大專生差傳夜，主題是「One Piece 。非洲一

大塊!」，內容有敬拜、話劇、信息見證、詩歌、回應、服

飾及食物。對象為本會高中生和大專生(16-26 歲)，參加

者請向李教師報名。 



靈匠雙月刊 

本 堂 2015 年 之 主 題 ：「靈命長進，生命如光，匠心如主，關懷四方」」『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
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 20:28 

25 

2014年11月份徵信錄(1)

丁連開、羅倩萍伉儷 500.0 500.0

何家齊、黎慕靈伉儷 2,000.0 1,000.0 3,000.0

陳菊桃、黎慕賢伉儷 1,000.0 100.0 1,100.0

李永聰、譚珮謹伉儷 1,500.0 1,500.0

高少彬、李金定伉儷 1,000.0 1,000.0

袁流長、楊蕙萍伉儷 1,000.0 1,000.0 2,000.0

黎偉權、周琼顏伉儷 3,150.0 500.0 100.0 1,500.0 5,250.0

曾泮、喻為平伉儷 1,000.0 1,000.0 2,000.0

趙之明 100.0 100.0

周兆真牧師 3,000.0 3,000.0

曾月蝶 10,000.0 10,000.0

曾月勤 1,600.0 1,600.0

王振蓮 1,500.0 500.0 2,000.0

譚陳彩芳 500.0 500.0

陳碧姚 30.0 170.0 200.0

Jenny 800.0 800.0

余華珍 2,000.0 2,000.0

周麗梅 400.0 100.0 500.0

沈彩鳳 1,000.0 1,270.0 2,270.0

劉誠信 100.0 100.0

鍾長娣 1,000.0 1,000.0

張彩連 300.0 300.0

鍾細蘇 300.0 300.0

楊嘉燕 2,500.0 2,000.0 4,500.0

和平 500.0 500.0

溫柔 500.0 500.0

路加 1,000.0 1,000.0

廖玉蓮 1,900.0 100.0 2,000.0

黎淑倩 600.0 600.0

姜燕容 200.0 200.0

楊小蘭 1,000.0 500.0 500.0 2,000.0

黎慕賢 100.0 100.0

吳曉紅 8,000.0 8,000.0

曾子舜、温雅童 80.0 80.0

楊連妺 1,000.0 1,000.0

江莉梅 200.0 100.0 300.0

楊兆華 1,000.0 400.0 1,400.0

蔡轉好 1,000.0 1,000.0

陳秀華教師 8,800.0 8,800.0

譚翠萍 600.0 400.0 1,000.0

總數 57,650.0 9,800.0 550.0 5,500.0 500.0 74,000.0

總額特別奉獻 月捐奉獻  感恩奉獻 鮮花奉獻  經常費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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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份徵信錄(2)
慈惠奉獻基金 神學教育基金 建堂基金 總額

黎偉權、周瓊顏伉儷 200.0 200.0 400.0

周榮發伉儷 100.0 100.0

王振蓮 300.0 200.0 500.0

周兆真伉儷 500.0 100.0 600.0

陳碧姚 200.0 200.0

周錦明 200.0 200.0

鍾細蘇 100.0 100.0

總數 1,000.0 400.0 700.0 2,100.0  

 

2014年12月份徵信錄(1)
慈惠奉獻基金 神學教育基金 建堂基金 代轉奉獻 特別奉獻 總額

黎偉權、周琼顏伉儷 200.0 200.0 400.0

何家齊、黎慕靈伉儷 500.0 500.0

周榮發伉儷 100.0 100.0

曾泮、喻為平伉儷 500.0 500.0

楊少蘭 500.0 500.0

馮毅恆 300.0 300.0

鍾長娣 500.0 500.0

馮宏智 300.0 300.0

神學主日奉獻 1,600.0 1,600.0

小撲滿 2,013.0 2,013.0

衣袋奉獻 1,200.0 1,200.0

總數 200.0 1,200.0 4,413.0 1,600.0 500.0 7,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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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份徵信錄(2)

何家齊、黎慕靈伉儷 2,000.0 1,000.0 3,000.0

陳菊桃、黎慕賢伉儷 1,000.0 100.0 1,100.0

李永聰、譚珮瑾伉儷 1,500.0 1,500.0

黎偉權、周琼顏伉儷 3,150.0 500.0 100.0 1,500.0 1,000.0 6,250.0

高少彬、李金定伉儷 1,000.0 1,000.0

胡文傑、曾月勤伉儷 2,000.0 2,000.0

曾泮、喻為平伉儷 2,000.0 2,000.0

周兆真牧師 1,000.0 3,000.0 4,000.0

周榮富伉儷 30,000.0 30,000.0

袁流長、楊蕙萍伉儷 1,000.0 1,000.0

丁連開、羅倩萍伉儷 450.0 450.0

Jenny 800.0 800.0

張彩連 300.0 300.0

王振蓮 1,500.0 800.0 200.0 2,500.0

余華珍 2,000.0 2,000.0

沈彩鳳 1,000.0 500.0 1,500.0

譚翠萍 600.0 400.0 1,000.0

譚陳彩芳 500.0 500.0

溫柔 500.0 500.0

路加 1,300.0 1,300.0

鍾長娣 700.0 300.0 1,000.0

鍾細蘇 500.0 200.0 700.0

吳碧珍 220.0 220.0

吳曉虹 8,000.0 8,000.0

廖玉蓮 1,900.0 100.0 2,000.0

劉誠信 100.0 100.0

陳卓嵐 100.0 100.0

陳金花 500.0 500.0

馮盛 600.0 600.0

江莉梅 200.0 200.0

無名氏 133.0 133.0

楊連妹 3,500.0 100.0 3,600.0

楊嘉燕 2,500.0 2,500.0

趙之明 100.0 100.0

楊少蘭 1,500.0 1,500.0

姜燕容 200.0 200.0

董樹蓮 200.0 200.0

曾月蝶 5,000.0 5,000.0

溫秀英 500.0 500.0

楊兆華 1,000.0 1,000.0

蔡轉好 1,000.0 1,000.0

陳秀華教師 2,200.0 2,200.0

0.0

總數 48,370.0 38,683.0 300.0 5,500.0 1,200.0 94,053.0

總額 月捐奉獻  感恩奉獻 鮮花奉獻  經常費奉獻 節期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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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主日崇拜事奉人員當值表  

日期 01/02(綠) 08/02(綠) 15/02(綠) 22/02(紅) 

節期 
顯現後 

第四主日 

顯現後 

第五主日 

顯現後 

最後主日 
新春感恩崇拜 

主禮 周琼顏牧師 何家齊弟兄 李永聰教師 李永聰教師 

講員 李永聰教師 周琼顏牧師 周琼顏牧師 周琼顏牧師 

司琴 曾月蝶 陳浠文 黎慕靈 吳曉虹 

司他 劉誠信 劉誠信 劉誠信 劉誠信 

音響 黎偉權 甄國新 黎偉權 甄國新 

領唱 婉儀、兆華 慕賢、曉虹 月蝶、敬雯 慕賢、紀樺 

PPT 周曉彤 羅嘉玲 羅嘉敏 鄭家玲 

讀經 周躍華 陳碧姚 余華珍 歐陽民安 

招待 
周麗梅 

羅玉珍 

江莉梅 

羅月貴 

張紀禎 

周錦明 

吳宴名 

     梁仲蓮 

司事 喻為平 沈彩鳳 楊蕙萍 羅玉珍 

經 
課 

申十八 15-20 
林前八 1-13 
可一 21-28 

賽四十 21-31 
林前九 16-23 
可一 29-39 

王下二 1-12 
林後四 3-6 
可九 2-9 

創九 8-17 
彼前三 18-22 
可一 9-15 

本週 
要事 

聖餐主日、生日會
及結婚感恩會 

伉儷團、主日學 

迦勒團契 

主日學謝師茶聚 

聖餐主日 

教友大會 

新春感恩崇拜 

分組祈禱會 

獻花 
吳碧珍 

吳子謙 

鍾長娣姊妹 
高樂晴 

何家齊伉儷 

周躍華弟兄 

插花 王愛玲 陳玉兒 羅玉珍 王愛玲 

會前 
場地 

大衛團契 約翰團契 約拿單團契 約翰團契 

場地 
歐陽民安、張紀禎、陳亞愛、陳耀榮、黎偉權、 

甄國新、吳偉琪、周躍華、周錦明及眾弟兄 

會後
廚房 

譚蓮興 
陳 如 

張彩連 
黎淑倩 

宋向紅 
葉津貝 

喻為平 
沈彩鳳 

注意：請各事奉人員於九時前到達教會，未能出席者，請通知周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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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主日崇拜事奉人員當值表  

日期 01/03(紫) 08/03(紫) 15/03(紫) 22/03(紫) 29/03(紫) 

節期 
預苦期 

第二主日 

預苦期 

第三主日 

預苦期 

第四主日 

預苦期 

第五主日 

棕枝主日暨 

靈愛福音主 

主禮 李永聰教師 何家齊弟兄 周琼顏牧師 周琼顏牧師 陳秀華傳道 

講員 周琼顏牧師 李永聰教師 周琼顏牧師 李永聰教師 羅志華先生 

司琴 曾月蝶 陳浠文 黎慕靈 吳曉虹 靈愛 

司他 劉誠信 劉誠信 劉誠信 劉誠信 靈愛 

音響 黎偉權 甄國新 黎偉權 甄國新 黎偉權 

領唱 婉儀、兆華 慕賢、曉虹 月蝶、敬雯 浠文、紀樺 靈愛 

PPT 周曉彤 羅嘉玲 羅嘉敏 鄭家玲 陳同樂 

讀經 何家齊 王振蓮 楊兆華 陳彩芳 楊錦釗 

招待 
陳彩芳 

羅月貴 

周麗梅 

鍾細蘇 

江莉梅 

黎淑倩 

沈彩鳳 

王愛玲 

張紀禎 

周錦明 

司事 鄭美玲 黎淑倩 李金定 楊連妹 鍾細蘇 

經 
課 

創十七 1-7、
15-16 

羅四 13-25 
可八 31-38 

出二十 1-17 
林前一 18-25 
約二 13-22 

民廿一 4-9 
弗二 1-10 
約三 14-21 

耶三十一
31-34 

來五 5-10 
約十二 20-33 

賽 50:4-9A 
腓 2:5-11 
可 11:1-11 

本週 
要事 

聖餐主日、 
生日會及 
結婚感恩會 

迦勒團 

各級主日學 

聖餐主日 
事奉人員 
退修日 

迦勒團 

各級主日學 
分組祈禱會 

獻花 喻為平 譚珍誠 黎慕靈 譚蓮興 周觀發伉儷 

插花 陳玉兒 羅玉珍 王愛玲 陳玉兒 羅玉珍 

會前 
場地 

歐陽民安、張紀禎、陳亞愛、陳耀榮、黎偉權、 

甄國新、吳偉琪、周躍華、周錦明及眾弟兄 

場地 大衛團契 約翰團契 約拿單團契 約翰團契 大衛團契 

會後
廚房 

梁仲蓮 

周麗梅 

譚蓮興 

陳 如 

張彩連 
黎淑倩 

宋向紅 
葉津貝 

喻為平 
沈彩鳳 

注意：請注意：請各事奉人員於九時前到達教會，未能出席者，請通知周琼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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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兒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當值表  

日期 01/02(綠) 08/02(綠) 15/02(綠) 22/02(紅) 

節期 
顯現後 

第四主日 

顯現後 

第五主日 

顯現後 

最後主日 
新春感恩崇拜 

主禮 張彩連 吳九妹 陳碧姚 鍾長娣 

信息 
胡文傑 
宋向紅 

蔡轉好 
吳九妹 

陳如 
周躍華 

楊蕙萍 
楊嘉燕 

招待 譚蓮興 陳金花 楊連妹 
羅南香 
周麗梅 

司他 馮宏智 陳同樂 馮宏智 陳同樂 

司琴 鄭家玲 邱穎妍 羅嘉玲 羅嘉敏 

讀經 冼顯聰 張靄霖 聶其峰 吳子灝 

司事 陳愷悠 梁恩寧 周倚樂 吳子謙 

經課 可一 21-28 可一 29-39 可九 2-9 可一 9-15 

獻花 吳碧珍/陳金花 鍾長娣姊妹 高樂晴 何家齊伉儷 

三月份兒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當值表  

廸文 01/03(紫) 08/03(紫) 15/03(紫) 22/03(紫) 29/03(紫) 

節期 
預苦期 

第二主日 

預苦期 

第三主日 

預苦期 

第四主日 

預苦期 

第五主日 

棕枝主日暨 

靈愛福音主 

主禮 張彩連 吳九妹 陳碧姚 鍾長娣 張彩連 

信息 
胡文傑 
宋向紅 

蔡轉好 
吳九妹 

陳如 
周躍華 

楊蕙萍 
楊嘉燕 

胡文傑 
宋向紅 

招待 譚蓮興 陳金花 楊連妹 
羅南香 
周麗梅 

譚蓮興 

司他 馮宏智 陳同樂 馮宏智 陳同樂 馮宏智 

司琴 鄭家玲 邱穎妍 羅嘉玲 羅嘉敏 鄭家玲 

讀經 楊悅詩 曾子舜 黃芝蘭 吳子灝 張靄霖 

司事 陳愷悠 楊祈康 黃芝琳 周倚樂 梁恩寧 

經課 可八 31-38 約二 13-22 約三 14-21 約十二 20-33 可十一 1-11 

獻花 張彩連 周頌賢 子舜、雅童 譚蓮興 周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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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1-12月各團契/小組/活動出席人數 

日期 
伉儷

團契 

迦勒 

團契 

約翰 

團契 

大衛 

團契 

約拿單 

團契 

安德烈 

團契 

青衣 

小組 

青衣 

讚美操 

元,天 

查經 

長發 

安老院 

11 月第一週 39 - 23 9 16 4 11 22 -  - 

11 月第二週 - 6 14 12 16 7 9 19 6 52 

11 月第三週 - - - - 9 8 10 20 - - 

11 月第四週 - - - 5 9 22 10 19 6 50 

11 月第五週 - - 10 - 7 29 - - - - 

11 月平均出席 39 6 16 9 12 14 10 20 6 51 

12 月第一週 28 - 14 3 13 8 6 10 - 46 

12 月第二週 - 7 15 10 10 13 7 21 - - 

12 月第三週 32 - 15 6 7 - 9 13 4 60 

12 月第四週 - 3 9 - 18 8 - - - - 

12 月平均出席 30 - 13 7 12 10 7 15 4 53 

 

 

2 0 1 4 年 1 1 - 1 2 月 崇 拜 及 主 日 學 出 席 人 數  

 主日祟拜 主日學  

日期 成人 兒童 領餐 合計 預備 幼小 高小 少年 成年 祈禱會 

11 月第一週 108 21 112 129 5 6 9 11 - 7 

11 月第二週 104 23 - 127 5 4 9 8 25 8 

11 月第三週 97 19 97 116 - - - - - 6 

11 月第四週 122 24 - 146 - - - - - 6 

11 月第五週 93 21 - 114 - - - - - 7 

11 月平均出席 105 22 105 127 5 5 9 10 25 7 

12 月第一週 94 27 102 121 5 3 8 11 - 6 

12 月第二週 92 19 - 111 4 3 9 6 17 10 

12 月第三週 106 21 110 127 4 6 6 9 - 5 

聖誕節崇拜 162 28 140 190     -  

12 月第四週   91 15 - 106 - - - - - 4 

12 月平均出席 109 22 118 131 4 4 5 9 17 6 

 



靈匠雙月刊 

本 堂 2015 年 之 主 題 ：「靈命長進，生命如光，匠心如主，關懷四方」」『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
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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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 月及 3 月份各團契週目 

日期 
伉儷 

團契 

迦勒 

團契 
日期 

約翰 

團契 

大衛 

團契 

約拿單 

團契 

安德烈 

團契 

1/2 
提昇自我

價值 
- 7/2 查經 探訪 查經 亞伯蘭搬家 

8/2 - 查經 14/2 團年 查經 團年 以撒找新娘 

15/2 - - 21/2 休會 休會 休會 休會 

22/2 - - 28/2 大顯身手 踏步成長路 團拜 賣長子名份 

1/3 - - 7/3 探訪 團拜 查經 雅各騙以撤 

  8/3 - 查經 14/3 查經 查經 查經 兄弟相遇 

15/3 - - 21/3 時事新聞 遊戲周 遊戲周 約瑟的彩衣 

22/3 - 查經 28/3 細說主恩 踏步成長路 查經 樂意饒恕 

29/3 - -      

 


